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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南夏墅派出所
女民警白恂艳和南河社区妇联主
席岳莹翡一起，再次到家住南夏墅
街道南河花园小区的李某（化姓）
夫妇家中。几个月前，李某妻子因
多次被丈夫殴打而报警，处理警情
的正是白恂艳。当时，白恂艳来到
李家，对李某进行很长时间的批评
教育。此后，又定期到李家回访。

“最近，他的脾气改变了不少，夫妻
的感情也慢慢好转了。”听到这样
的反馈，白恂艳笑了。

白恂艳是派出所反家暴联调
工作室的片区负责人之一，与她一
样，这个派出所的另外5名女民警
则负责另外5个片区反家暴工作。

“我们所的46位民警中，就这6位
女民警。去年6月，所里反家暴联
调工作室一成立，就让她们分别负
责6个片区的反家暴工作。事实证
明，这‘六花’出马，工作上是刚柔并
济，反家暴时以柔克刚，工作效果明
显。”南夏墅派出所所长马承说。

前几天，记者在该反家暴联调
工作室采访时，正好遇到女民警蒋
婷在调解一起家庭暴力纠纷。当
事人夫妻双方都在南夏墅某工厂
上班，妻子怀疑丈夫参与网上赌
博，而丈夫不承认，双方从吵架逐
渐升级成打架。妻子在丈夫手臂
上咬了一口，丈夫则打肿了妻子的
眼睛。在调解室，蒋婷对双方进行
了训诫与教导。经过 3 个小时的
沟通，他们最终达成和解，双方都

答应以后遇事好好说，不动手。
然而，家暴常常是一种会反复

发作的“慢性病”，光靠接警处警的
“急诊手段”难以化解。为此，反家
暴工作探索了一种“四联”工作
法。即重点信息“联通”，及时将家
暴警情录入网格化平台，实现信息
互通、资源共享；发现矛盾纠纷后，
由民警、妇联主席、社区工作人员
一起上门进行“联调”；对于重点人
员，由派出所、社区、妇联一起“联
控”；同时，联合多种社会力量，经
常性地进行反家暴法、婚姻法等法
律法规的宣传，做到“联防”。

毫无疑问，“四联”中最重要的
一环是“联控”，为了切实控制家暴

者二次施暴，反家暴室采用“三色”
法进行分类管控。具体做法是，根
据家暴的程度，把重点户定为红
色，需要每月上门回访，白恂艳回
访的李某家庭就是此类；黄色为关
注户，每季度回访；蓝色则程度较
轻，保持关注即可。

半年来，反家暴工作室共接报
家暴类警情62起，发放家暴告诫
书 139 份，化解相关矛盾纠纷 15
起，辖区未发生由家暴升级的恶性
事件。前不久，省妇联相权益部一
行参观了南夏墅派出所反家暴联
调工作室，对其运行的机制及工作
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

（武公 徐丹 图文报道）

南夏墅派出所反家暴工作很有一套

“六警花”分片总负责
“红黄蓝”三色来联控

2019 年下半年，常州市公安
局武进分局南夏墅派出所反家暴
联调工作室共接报家暴类62起警
情中，男性施暴者占90%以上。其
中夫妻类54起，父子类6起，祖孙
类1起，婆媳类1起。

“夫妻类的家暴占家暴类型的
主体。其中又以男性施暴的情况
为主，当然也有少数的女性施暴。
上月底的一天中，我们连续接到3
起有关家暴的警情，这3起家暴警
情都发生在夫妻之间，两起情节较
轻，民警在报警人家中进行了教育
和协调。另一起比较严重的，夫妻
双方被带到我们派出所反家暴联

调工作室进行调解。”南夏墅派出
所教导员王晓飞说。

南夏墅派出所内勤蒋婷介
绍，其中一起父亲打儿子的事件
发生在去年 9 月，父亲喝多了酒，
与儿子发生冲突，最后直接咬伤
了 14 岁儿子的手指。一起祖孙
冲突则发生在去年 10 月，13 岁
的孙子刘某（化姓）因为不肯上
学，与家中照顾他生活的奶奶发
生了冲突，刘某没有控制好自己
的情绪，还打了奶奶，最后由奶奶
报警。在反家暴联调工作室工作
人员的上门劝导下，刘某向奶奶
道了歉，并答应回学校上学。

“我们会先对事件的过程调查
了解，假如是轻微的家庭暴力，没有
上升到严重暴力，一般是口头警告，
或者开出训诫书，以调解为主。假
如有严重的违法，我们会按照《治安
管理处罚法》《刑法》《反家暴法》《婚
姻法》来处理。”王晓飞表示。

“考虑到不少家庭受害者宁愿
忍气吞声，并不选择报警，我们的反
家暴工作还必须更深入社区和村
镇，开展摸排。”王晓飞说，“从外围了
解情况后，再由民警、调解室工作人
员、社区妇联主席一起登门拜访，开
展说服教育，以及一些相关法律法
规的宣传工作。” （武公 徐丹）

62起家暴警情，绝大多数是打老婆

工作中的南夏墅派出所女民警们

本报热线 86633355 1 月 6
日晚 8 时许，钟楼交警大队民警
在陈渡路开展检查整治时，一
辆车牌为苏 DA82M1 的小客车
未停车接受检查，突然左拐沿
陈渡村委村道往花园南村方向
行驶。

民警立刻驾驶警摩沿该车行
驶线路寻找，在花园南村大门附
近发现该车停在路边，驾驶人已

离开现场。经询问目击者和查询
道路监控，发现该车在陈渡村委
村道发生刮擦、碰撞路边停靠车
辆，致5辆车受损。

事发后，市公安局随即组织
交警、禁毒、技侦和情报等警种部
门会同钟楼公安分局北港派出所
连夜开展侦查，并于 1 月 10 日凌
晨在天宁区美林大浴场将犯罪嫌
疑人徐某抓获归案。

经查，徐某（男，44 岁，本市
人）曾因抢劫、赌博、吸毒被公安
机关处理。当晚，徐某因无证驾
驶担心被交警查获，未停车接受
检查，驾车逃跑过程中致 5 辆车
受损。经检验，已排除徐某“毒
驾”。

目前，徐某因涉嫌妨害公务
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荆轩 汪磊）

目前，该男子涉嫌妨害公务罪被刑拘

拒不接受检查，驾车逃跑时连撞五车

“这春联内容好，别有新
意”“刚跨进2020年，就收到这
么 个‘ 廉 ’味 十 足 的‘ 大 红
包’”⋯⋯近日，溧阳市公安局
800多位民警，相继收到了该
局党委专门送到家里的新年

“春廉”。
2020年伊始，溧阳市公安

局党委就会同驻局纪检监察
组早早谋划，将廉洁文化与春
联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开展了
迎新春，送“春廉”系列活动。
各单位负责人走进民警家中，
送上一幅幅具有中国传统特
色且“廉”味十足的春联，以及

“福”字和中国结，用大家喜闻

乐见的方式弘扬家风家规、倡
导廉洁美德，将“福气”“清风”
送进广大民警家中。活动中，
共送出廉洁对联 800 余副，

“福”字和中国结3200余个。
“‘大红包’内容丰富，有以

廉洁为主题的春联，有最具中
国特色的中国结和‘福’字；寓
意也很丰富，即有局党委的关
心爱护，提醒广大民警廉洁过
年，又有局党委的衷心祝福，祝
愿广大民警福乐安康，红红火
火过大年。”溧阳市副市长、公
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刘新农如
是说。

张亮 汪磊 图文报道

溧阳800余民警
获赠新年“春廉”

本报热线 86633355 1
月 15 日下午 2 点 50 分左右，
钟楼区大仓路上一辆大众轿
车突然发生自燃。在附近智
造园一众保安的努力下，火势
得到了有效控制。消防员赶
来后将火完全扑灭。

发生事故的是一辆常州
牌照的红色大众轿车。经过
保安施救和消防灭火，这辆自
燃的轿车变成了“阴阳车”，车
头和驾驶座、副驶驶座、后车
门都被烧成了白灰色或黑色，
但是后备厢和部分后排座没
有过火。这部分车身也依旧
保持着原本的红色，后备厢里
的物品也基本无碍。

据一名附近居民说，当时
这辆轿车开着开着，突然在大
仓路的最中间车道上停了下
来。很快从车头处冒出了浓
烟。一名女驾驶员很快从车
上下来，跑到了路边。跟着就
有民警和3名保安一起，都拎
着灭火器跑了过来，用灭火器
往车头处喷洒。

三名参与灭火的保安都
在附近五星智造园上班。其
中一名保安黄国荣说，下午2
点 50 分左右，他和同事们看
到从路上腾起了一股浓烟，知
道肯定是发生险情了，立即拎
了两个灭火器，冲到路上去施

救。很快两个灭火器就用掉
了，可火依然没灭掉。于是保
安们又跑回智造园，又拎了两
个灭火器出来。虽然一度把
火势压到看不见了，但由于是
发动机舱内起火，火苗还是从
车头里冒了出来。保安们不
敢打开引擎盖灭火，担心会助
长火势，于是呼叫 119 增援。
紧接着，消防员赶来，将明火
彻底扑灭了。

据女驾驶员说，这辆轿车
她开了六七年了，一直挺好
的，也没有修过，不知道这次
怎么开着开着就突然自燃了。

目前，这起事故还在进一
步调查处理中。

（舒翼 图文报道）
报料人：李先生 报料费：30元

行驶中轿车突然自燃

3 保安连用 4 瓶灭火器
救下轿车后备厢

保安和民警一起扑救
自燃轿车里的火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