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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保驾护航!二"

为进一步做好抗战胜利70周年纪
念活动安保工作，全市公安机关坚决
贯彻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上级领导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大
安全监管和社会治安稳控工作力度，
清醒看到反恐斗争、社会稳定、公共安
全面临的风险挑战，扎扎实实抓好各
项安保措施的细化落实，确保我市公
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平稳，确
保圆满完成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安保任务。全市6500名公安民警严格
遵守战时工作纪律，百分百投入实战，
时刻保持战备状态，为应急处突做好
充分准备。

本期，小编继续将镜头深入基层，看
看奋斗在安保一线的公安民警都在做些
什么，他们是如何确保公共安全，维护社
会治安，为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保
驾护航的？

地点：金坛区某制药企业
危化品仓库

人物：东城派出所民警曹警官

安保口述：2015年8月28日一大早，
我作为金坛区东城派出所危化品专管
员，对辖区内大型制药企业危化品仓库
进行日常检查。我认真核对库存和实际
使用数量与申购数量是否吻合、危化品
进出库登记是否完整准确，检查了仓库
管理人员是否具有相关资质、对剧毒化
学品管理制度是否落实到位、对突发事
件应对措施了然于心，并督促负责人做
好应急物资储备、应急突发演练、应急
预案编制三项防控工作。一趟检查下
来，禁不住感叹，“今天情况不错，明天
早晨我再过来！”

地点：城南派出所
人物：基层民警江一舟

安保口述：作为一名基层派出所民
警，“9·3安保”以来，我的工作显得更加
任重道远。早晨8点半，我准时参加所
里的晨会例会，除了听取每天接处警的
情况，还得格外注意暴恐、群体性事
件、重大责任事故等。开完晨会，上午
轮到我巡逻执勤，我立即穿上警用装
备，佩带枪支，整理警容，带上协警，驾
驶警车，开始上午的巡逻任务。对火车
站、汽车站、大型商场超市、政府部门
等人员聚集、要害部门逐一巡逻，对可
疑人员进行盘查。下午，巡逻任务一结
束，我继续办理一起故意伤害案件，将
受害人带至刑警大队法医处进行伤情
鉴定，准备进一步巩固证据。随后，我
又将自己办理的打架纠纷双方当事人
约到派出所，对双方做调解工作。傍晚
时分，我再次身着警用装备，准时来到
设卡地点进行卡口蹲守，检查过往可疑
车辆和人员。这就是安保期间，我忙碌而
又充实的一天。

地点：科教城屯兵点辖区
人物：武进分局巡特警大队

三中队副中队长荆平

安保口述：随着“9·3”阅兵的日益临
近，全区各项安保工作也在紧锣密鼓跟进。
作为全区公安机关的尖刀队伍，我们巡特
警大队已全面启动战时巡逻机制，城区的
万达、乐购、金鹰、科教城四个巡防区开展
24小时全天候巡逻管控。我所在的科教城
屯兵点辖区，汽车客运中心是需实时管控
的重中之重。值勤民警时时刻刻都要注视
着进出站人员的一举一动，并协助车站工
作人员开展危险品检查，以防突发情况产
生。安保工作来不得半点闪失，一个小疏忽
可能就会引发大事件。我刚刚因人事调整
来到这个岗位，情况还不怎么熟悉，但我一
定会努力，不折不扣完成安保任务。

地点：万达广场
人物：高新分局巡特警大

队王教导员

安保口述：为了维护抗战胜利70周
年纪念活动期间全区社会治安稳定大
局，防止出现重大暴恐案、事件，像万达
广场这样的人口密集地区是我们重点守
护的地区。一方面我们加强了巡逻密度，
在万达广场周边采取武装巡逻车、警摩
巡逻组和机动巡逻组“三合一”巡逻形
式，提高街面见警率、管事率和震慑力；
同时，从8月份开始，巡逻民警带领6条
训练有素的警犬，在万达广场值勤，只要
发现暴徒，我们的民警一拍，警犬就会上
去制服。另一方面，我们加强了突击队员
的日常训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冲
得上，打得赢”。

地点：市公安局签证签注
服务中心

人物：出入境管理支队郭警官

安保口述：近期，我们围绕“9·3”安
保，重点强化了对来常境外人员的管理
工作。首先是加强窗口受理询问，在受理
申请过程中，我们主动与境外人员、聘外
公司专管员沟通，核实外籍人员的真实

身份和来华意图，宣扬我国法律法规，提
醒他们在我国停留、居留期间遵法守法；
其次是加强数据分析研判，我们充分发挥
公开管理职能，积极开展“签证回访”、“十
百千走访”和“涉外用工排查”工作，并每
天安排专人统计分析重点敏感国家人员
在我市停留、居留情况，及时排查发现不
稳定因素；第三是以高压态势，严肃查处
涉外领域违法犯罪，近期相继抓获了多名
越南籍盗窃犯罪嫌疑人、查处我市首起
“洋保姆”案件、依法取缔国外牧师非法传
教等活动，净化了我市涉外环境。

地点：办公室，网吧，街道…
人物：网络警察

安保口述：警察分好多种：保障百姓
的交通安全，是交警的天职；守护群众的
财产安全，是刑警的责任；关心居民的家
长里短，是社区警的份内之事……保障
全市网络与信息的安全，那就该我们网
警大显身手啦！下面来看下一个网络警
察一天的记录。

8:00-9:00 一天的工作开始了！
哪里网络使用最频繁，我们就从哪里开
始：远程巡查全市网络运营商、联网单位
的网络安全情况，对发现的网络故障和
异常情况迅速展开处置，让公共网络用
得安全，用得放心。

9:00-10:00 打开“全国网上违法
信息处置平台”，对上级下发的涉及我市
本地接入网站出现的诈骗、色情、赌博等
各类违法有害信息，第一时间“秒杀”，坚
决铲除违法有害信息传播的土壤。

10:00-11:30 用最先进的专业
漏扫设备，对全市政府部门和重点企事
业单位网站进行全面远程检测，将潜伏
的安全漏洞、木马病毒一网打尽……

13:00-16:00 简单吃完午饭，奔
赴几个重要信息系统和重点网站，对信
息安全状况进行细致摸排；再到市中心
的5家网吧进行实名登记例行检查，确
保网络实名工作落实到位。

16:00-17:30 又到了“常州网警
巡查执法”微信公众平台信息发布时间，
把每天最切合百姓利益、最迎合当下热
点的内容推送给广大“粉丝”，揭露违法
犯罪分子真实面目，提升群众安全防范
能力。

18:30-21:00 稍作整顿，穿上帅
气的警服，带上单警装备，和同事一起到
南大街步行街、莱蒙商业街进行街面巡
逻，受理几个群众求助，帮助几个小朋
友，感觉自己也是“萌萌哒”。

21:30 换下制服，准备回家了。但
我值班的同事可没有“下班”时间，夜幕降
临，正是大家用网最高峰，也是违法犯罪
分子最活跃的时间，我们网警依然守候在
电脑前，为大家的网络安全保驾护航。

披星戴月，台前幕后，网上网下，虚
拟的网络世界，我们就是您的安全卫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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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我们的“幸福苹果”
“金色的阳光召唤我，它也召唤

你，我们一起去上学，生活多幸福
……”每天，当我哼着歌曲上学时，
总会发现潘家派出所警察叔叔早早
来到了我们学校门口，维护秩序，保
护师生的安全。他们早出晚归，默默
为我们奉献着。一看到他们英姿飒
爽的身影，我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一天早上，我刚到学校门口，那
时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雨点像
黄豆珠一般打在地面，“啪啪啪”地
乱跳着。同学们有的像小火箭一样
奔向教室，有的把书包顶在头上遮
雨，有低年级的小朋友听到“隆隆”
的雷声吓坏了，只好躲在门卫室前
的雨棚下。保安伯伯连忙跑进门卫
室，给三位在学校门口值勤的警察
叔叔送伞。警察叔叔看见一些同学
身上都被雨淋湿了，赶紧喊：“小朋
友不要跑，我们来送你们进教室！”

突然，我觉得身边多了一个人，抬
头一看，原来是另一位警察叔叔，他拿
着一把小伞为我撑着，自己的半个肩
膀已经湿了一大片。我连忙向警察叔
叔行了一个少先队礼，警察叔叔一手
撑着伞，一手扶着我的肩膀，一直护送
我到教学楼。我真诚地对警察叔叔道
谢，可话还没说完，他已经急匆匆到门
卫处护送另一批小朋友了。

我驻足凝望，看到那位警察叔叔
抱着一位一年级的小朋友往这边冲
来，全然不顾鞋子被弄湿了。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

都不嫌多……”人民警察就像我们幸
福的苹果，维护着社会的公平正义，在
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给我们带来无限的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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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 李永清

勿信“帮投票”短信 小心手机中毒
@平安常州 李先生收到一位朋友发来的短信：“有空

么？帮我投下票好吗？地址t.i.m/rj8h”。他点击了短信中的链
接之后，手机瞬间向全手机联系人发送相同内容的短信，他这
才反应过来是手机病毒。陌生链接不要随意点击！

认认这几种新型盗窃手法
@精诚所至-金城所 1.射：用弹弓射出铁蛋丸，打碎车

玻璃，盗窃车内物品。2.扎：在路口摆放空心钉，后尾随车胎被
戳的车辆，趁受害人下车更换轮胎时拉开车门、车窗，实施盗
窃。3.烧：用打火机烤化车玻璃安全扣，然后开窗盗窃车内物
品，多为面包车。4.等：趁车主等信号灯时，拉开车门盗窃。

高速路开车十大禁忌
@湖塘派出所 禁忌一：忘记检查轮胎。禁忌二：时速快

慢不均。禁忌三：不声不响超车。禁忌四：跟车距离太近。禁忌
五：雨刮器喷淋没水。禁忌六：开车接听手机。禁忌七：开车拧
饮料瓶盖。禁忌八：错过出口倒车。禁忌九：司机与乘客高谈阔
论。禁忌十：路上因故障停车大家围观。

“阅读神器”别轻信
@新北公安罗溪派出所 老林收到一条短信，内容是学

校要求学生开学时交作业，按成绩分班级，要家长配合完成，
点击链接安装阅读神器。老林刚要点击下载，妻子提示了一
句，先问下学校吧。老林一问老师，根本就没这么回事。原来这
是骗子临近开学季使出的新花招，目的就是要家长点击下载
带有木马的程序。

花露水燃点低需避明火
@微微翠竹 花露水的主要成分是酒精，有的浓度超过

70%，燃点一般在24℃左右。因此花露水要避火使用，贮存也
要远离火源。在燃着的蚊香、蜡烛、烟头、油灯附近，最好也不
要用花露水。

《骆驼祥子》读后感
《骆驼祥子》是老舍先生的一

部著名作品，春节假期，我从书柜
里拿出了这本一直想要仔细阅读
的名著。
《骆驼祥子》真实描绘了北京一

个人力车夫的悲惨命运。祥子来自
农村，善良纯朴，热爱劳动，对生活
具有骆驼一般的积极和坚韧的精
神，他拼命地赚钱，所梦想的不过是
以自己的劳动求得一种独立自主的
生活。经过三年的努力，他用自己的
血汗换来了一辆洋车。但没多久，军
阀的乱兵抢走了他的车；接着反动
政府的侦探又诈去了他仅有的积
蓄，主人躲避特务追踪还使他丢了
比较安定的工作。迎着这一个又一
个的打击，他挣扎过，仍然执拗地想
用更大的努力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
的生活愿望。但一切都是徒然：用虎
妞的积蓄买了一辆车，很快又不得
不卖掉以料理虎妞的丧事。他所喜
爱的小福子的自杀，吹熄了他心中
最后一朵希望的火花，也让他丧失
了生活的信心，从上进好强沦为自
甘堕落，原来那个正直善良的祥子，
被生活的磨盘辗得粉碎。

祥子的悲剧之所以能够激起广
大读者强烈的同情，除了他的社会
地位和遭遇的不公平外，主人公身
上所具备的性格特点也起了无法磨
灭的作用。如祥子这样勤俭和要强
的人，最后也因为当时社会制度的
压迫走上了堕落的道路，使我们格
外清楚地看到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腐蚀人们心灵的罪恶。作品写道：
“苦人的懒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
结果，苦人的耍刺儿含有一些公
理。”又说：“人把自己从野兽中提拔
出，可是到现在人还把自己的同类
驱到野兽里去。祥子还在那文化之

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
己的过错。”老舍先生怀着对于被侮辱
与被损害者的深切同情，写下这个悲
剧的人物。这部作品具有的强烈的批
判精神，深深地烙在每个读者的心坎
上。

对于骆驼祥子，我感到遗憾，感到
惋惜，也感到无奈，但更感到敬佩，我
佩服他从前的坚强，他的上进。虽然他
最终没能战胜自己，没能战胜社会。不
管怎样，环境对人的改变或多或少都
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当时的社
会治安好一点，祥子也许就能实现他
的理想，也许就不会变成一具行尸走
肉。人离不开社会，而社会又决定着
人，如果无法处理好现实与理想、社会
与自己的关系，很有可能就会失去原
本的自我。
戚墅堰分局街道派出所辅警 王玮

编者按：)"'*年+

月
)!

日晚#台

湾新北市八里的八仙水上乐园舞台

发生粉尘爆炸事故# 同年
#

月
')

日#

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又发生爆炸

事故#人员伤亡之多#损失之惨重#

让消防员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防

患于未然# 大家可都要好好听叶子

警官讲消防知识$

再让我们说说%三清&#即经常清理

阳台易燃物'经常清理厨房油渍液化气#

特别是要经常清理走道杂物# 要不然等

到火灾逃生时# 面对情况复杂的逃生通

道#生命就岌岌可危了$

家里各种电器可不会忍受你乱接它

们的线#肆意超支它们的工作时间#另外

记得要防止电线老化哦$

当你打开家里所有的电器同时运

作#电力运行超负荷#火灾隐患就大大提

升了哦$

别让校园成诈骗“重灾区”

2009年2月24日，某大学一大二女
生在上课途中被一名冒称香港某某大学
的男性拦住求助，对方先是向该同学问
路，在问路搭话成功后，又谎称是进行某
项市场业务考察，需要借用女同学有存
款的银行卡进行汇款业务操作。该女同
学信以为真，输入密码后，该行骗行为即
告成功，事后，该女生发现卡内近2000
元钱不翼而飞。

同年3月下旬，犯罪分子利用画艺
合作加工为幌子进行诈骗，犯罪分子先
是与江西某大学艺术系3名学生签订画
艺加工合同，并承诺高额回报，同时收取
学生200元培训费。事后，等3名学生再
次联系该公司时，发现之前留下的电话
都打不通了，才发现受骗，随即报警。

犯罪分子利用学生三
种心理进行诈骗
临近开学，有不少犯罪分子趁机潜

入校园行骗，导致不少同学频频中招，造
成了不小的损失，常州民警针对典型的
几类案件进行分析，得出了犯罪分子利
用学生的三种心理进行诈骗：

① 学生天性单纯善良，犯罪分子会
布局一些容易让人产生怜悯的情节博同
情，从而让学生心甘情愿进入圈套。

② 利用“怕麻烦”心理，很多学生被
诈骗后，觉得被骗金额不是很大，总想着
花钱买个教训，懒得报警，殊不知犯罪分
子就是利用了这一点进行小数额的多次
诈骗。

③ 因为学生没有固定收入，生活费
大多数靠家长定期给，犯罪分子利用这
一点，让受骗者为利所累，以为占了大便
宜，心甘情愿上当受骗。

校园诈骗作案的特点
※ 假冒身份 流窜作案
犯罪分子利用假冒的身份与学生

进行交往，利用捡到的、伪造的证件在
银行设立账户提取赃款。为了既骗得财
物又不露出马脚，犯罪分子往往采用流
窜作案，且诈骗金额较小，财物到手后
立刻逃离。

校园诈骗作案的典型手段
一、投其所好 诱骗上钩
犯罪分子抓住学生一些心理，如：急

于就业、急于出国等，在交流过程中投其
所好，让学生对其放松警惕，一般犯罪分
子会以收取中介费、培训费、押金等名
义，利用受害者的信任实施诈骗。

民警建议：在寻找兼职的过程中一
定要擦亮双眼，不要被高额报酬诱惑；同
时要通过正规的方式出国，不要相信天

上会掉馅饼，对于过度热情的陌生人更
是要提高警惕。

二、推销产品 无效合同
犯罪分子利用学生社会经验少、想

要有固定经济来源的心理，假借公司名
义低价卖给学生一些产品或“有偿”让学
生为自己推销产品，事后却不给予相应
的报酬，甚至用假冒伪劣产品来坑害买
家。由于事先没有完备的合同手续，处理
起来比较困难。

民警建议：遇到这些让你推销产品
的人，可以上网查一下所谓的公司是否
存在，产品是否可靠，不要急于挣钱盲目
相信陌生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
仔细看清楚细节，避免出现无效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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