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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是首个
中国人民警察节，市公安局
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

上午8时30分，参加升
旗仪式的全体民警警容严整、
气势勃发，副市长、市公安局
党委书记、局长杜荣良宣布升
旗仪式开始。升国旗、奏唱国
歌，升警旗、奏唱警歌。

杜荣良代表市公安局
党委向全体公安民警致以节
日问候祝福。他要求，全体
民警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讲政治、拥核心、护权
威，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
法公正、纪律严明，聚焦“十
四五”开局和全市“五大明星
城”建设，聚力公安工作高质
量发展，坚决履行好新时代

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
定、保障人民安宁的职责使
命，在“争当表率、争做示范、
走在前列”中“务实争先、创
新争优”，争创更多第一唯
一，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
建党100周年。

昨天，我市邮政部门向
全体公安民警发放首届中
国人民警察节纪念邮票及
首日封，并向全体公安民
警、辅警发送祝福短信。

从 2020 年 12 月底至
2021 年 2 月底，全市公安
机关特别是基层所队和窗
口单位，组织开展以“进农
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
校、进家庭、听民声、访民
意、察民情、排民忧、解民
难”为主要内容的爱民实践

系列活动。组织开展警营
开放活动，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到公
安机关考察调研，参观警营
报告工作，听取意见建议。

全市各级公安机关结
合年终慰问活动，走访慰问
因公牺牲民警家属、因公伤
残民警、困难民警家庭、公安
英模、离退休民警和基层单
位等，帮扶救助患重大疾病
民警、特困民警家庭，帮助解
决实际困难，传送组织关爱。

节日当天，全市公安民
警和辅警依然奋战在疫情
防控、服务群众和战严寒、
保畅通、防风险、护稳定的
一线，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人
民警察节的真正内涵。

（芮伟芬）

(城事·精要闻，李益钧)全市公安民警昨日庆祝首个自己的节日 全市公安民警昨日庆祝首个自己的节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对个
人身体素质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在
政协委员吴瑜瑾等 18 人的提案《关于
国民体质测定项目纳入体检推荐范围
的建议》推动下，闭眼单脚站立、握力、
肺活量、体成分（体脂率）、功率车二次
负荷试验等 5 项国民体质测定项目于
2020 年纳入了居民健康体检推荐范
围，供有体质健康评估需求的市民自
主选择。

吴瑜瑾说：“国民体质测定服务，
可以让市民了解到自身身体素质状
况，接受科学健身指导意见。但群众
知晓程度不高、接受程度不高。如何
让群众更好地了解国民体质测定，让
国民体质测定真正发挥作用，值得深

入思考、寻求对策。”
吴瑜瑾等委员为此建议，要通过

让国民体质测定进学校、进机关、进医
院、进社区、进企业等方式，增加国民
体质测定参与人数和覆盖范围；拓宽
资金渠道，保障体医融合前期推广所
需经费；同时，要抓好队伍建设，让医
疗工作者全方位系统学习国民体质测
定的项目原理和运动处方知识，提升
社会体育指导员能力素养，不断建立
健全适应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健
康需求的体医融合服务体系。

目前，该提案建议已经被市体育
局、市卫健委等部门采纳落实，并被评
为2020年度市政协提案优秀办理件。

黄钰 张志成

5项国民体质测定项目
纳入居民健康体检推荐范围

“太感谢了，多亏了帮帮团的介入，
为我们72名工人讨回了拖欠的100多
万工资 ！”日前，来自安徽的打工人员
万建平将一面锦旗送到武进融媒体中
心。这样的锦旗，武进融媒体中心已经
有360多面了。一面面锦旗，蕴藏着一
个个温馨故事。“得到群众的认可，心里
总是暖暖的。”市人大代表，武进区融媒
体中心党委书记、主任顾芳说。

用新闻力量、舆论引导凝聚正能
量，助推社会进步，是顾芳的追求。顾
芳主抓的新闻栏目“圆梦行动”，长年
关注贫困生，已经资助 471 名大学生，
发放救助资金累近 1000 万元。来自
安徽的陈乐才为了给患有自闭症的儿
子看病，开了一家爱心面馆，但位置偏
僻生意惨淡，于是求助新闻单位。顾
芳决定帮助这位勇敢的父亲，他们策
划推送的微信，当晚阅读量高达 53
万。第二天一早，面馆还没开门，已有

客人在排队，还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
顾芳认为，新闻媒体要敢于、善于

为民发声。去年以来，《武进政风热
线》《生活连线》栏目积极回应百姓的
诉求与呼声，播出监督类报道 350 余
篇，对市民反响强烈的违章搭建、土地
确权、公共设施缺损等进行跟踪报道，
促进了相关工作的推进。

顾芳说，为百姓鼓与呼，既是媒体
的应有之举，也是人大代表的使命。
履职几年来，她的人大工作专属记录
本上，群众意见和建议记得满满的。
每次人代会前，她都会专门走访群众，
倾听大家对当前热点、难点和焦点问
题的想法和意见，为大会期间提出有
质量的议案和建议做准备。

去年，她参与提交的农村危房改
造议案，受到了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已
经被政府提上工作日程。

刘一珉

顾芳：一个本子记满群众意见建议

民盟常州市委常委、江苏理工学
院副院长谢忠秋正在加紧完善此次计
划提交市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的提
案。“作为一名教育从业者，我长期关
注常州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期待为
常州乃至江苏、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实现习近平总书记‘两争一前列’嘱托
提供高质量的技术人才支撑。”他 8 日
接受采访时向记者表示。

我市是长三角先进制造业基地，
坚持把职业人才培养放在重要的战略
位置，推动职业教育整体改革发展走
在全国前列，开创了布局合理、特色突
出、与地方经济社会协调互动的良好
局面，形成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常州现象”。2020 年，我市还成为江
苏省唯一向国家推荐的产教融合型试
点城市。

谢忠秋表示，当前高等职业教育
已经进入了改革攻坚的深水区，2020

年，教育部与江苏省政府决定整体推
进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改革创新，
常州应当利用好先发优势，在前期探
索的基础上，为全省高等职业教育提
供可借鉴、可参考、可复制的“创新方
案”“人才供给方案”“实践经验”“治理
范式”，带动解决产教融合体制不畅，
具有职业背景的高质量教师不多，形
成具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力和对外
输出实力的职教模式不够，办学绩效
不佳等难题。

当前各地对人才的需求旺盛，需
求的层次也日益提高。谢忠秋表示，
常州在新时代的人才培养中也要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目前南京工业职业技
术大学已经升格为本科职业学校，我
市的 7 所高职院校也要积极向上争取
升格，一方面提升我市培养人才的竞
争力，一方面也能更好地提供给人民
满意的教育。” 唐文竹

谢忠秋：为全省高等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提供常州方案

连日来，我市公安民警
和辅警奋战在疫情防控、战
严寒、保畅通的同时，纷纷
用各种方式迎接、庆祝属于
自己的节日，也收获了人民
群众送上的暖心祝福。

局前街派出所
首 届“ 警 民 议 事

厅”结成“反诈微联盟”

“ 这 是 1949 年 10 月
24 日的常州日报，这里有
一则‘本市公安局增设派出
所’的新闻，这一天就是我
们局前街派出所成立的日
期⋯⋯”7 日上午，在局前
街派出所警营文化室，民警
管圆圆在向北直街社区的
社工、居民、志愿者们，讲述
局前街派出所的历史沿革。

在第一个“警察节”到
来之际，局前街派出所组织
开展首届“警民议事厅”座
谈活动，北直街社区工作人
员、居民代表和网格员受邀
参观派出所接待大厅和警
营文化室，双方还结成了

“反诈微联盟”。局前街派
出所所长陈立表示，“警民
议事厅”活动将会常态化开
展，切实帮助群众解决身边
实际困难。

青龙派出所
收到节日最暖心的礼物

“警察叔叔您好，这是

我和妈妈一起画的，送给您
当警察节礼物。”8 日早晨，
在机关幼儿园门口执勤的
社区民警侯国珺收到一名
小班小朋友的节日礼物。

幼儿园还有很多小朋
友给青龙派出所的叔叔阿
姨 们 送 上 自 己 创 作 的 礼
物。“有一次，他们老师问我
们社区民警，1 月 10 日是
不是第一个警察节。当时
我们的民警也没在意。1
月6日，他们的老师送了19
幅画到派出所，说是孩子们
的一份心意。”青龙派出所
教导员李国振说。看着 20
幅蜡笔画、水彩画，民警们
都很感动，说这是自己这个
节日里最暖心的礼物。

西新桥派出所
教老人使用智能手机

“感谢王警官教我们学
习使用智能手机。”家住万
福花园 65 岁的张建萍高兴
地说，有了苏康码，她也能
像 年 轻 人 那 样 方 便 出 行
了。8 日上午，西新桥派出
所社区民警王文婷在派出
所的“警民新时代”工作室，
为辖区老人上了一堂如何
使用智能手机的课，手把手
教会了大家申领和出示健
康码。

为迎接首个“警察节”，
西新桥派出所成立“警民新
时代”工作室，专门解决辖

区老年人在运用智能技术
方面遇到的困难。当天的
现场教学，共来了 12 位辖
区老人。他们有的申领了
自己的健康码，有的注册微
信和子女互加好友，有的还
学会了手机支付。

牛塘派出所
特殊的生日蛋糕

特别有意义

8 日下午，武进公安分
局牛塘派出所社区民警周
伟涛和武进公安防诈宣讲
团民警江怡，走进辖区武进
牛塘初级中学，和学生代表
座谈安全防范知识。得知
第一个警察节即将来临，学
校当天特地送上节日蛋糕，
让孩子们一起祝两位警察
节日快乐。

五星派出所
“警心服务站”走进校园

8 日，五星派出所“警
心服务站”民警走进实验小
学平岗校区，为100余名小
学生讲述了一堂别开生面
的警营知识普及课，受到师
生的热烈欢迎。站长陈颖
介绍了警种、警服的变更，
还邀请部分同学亲身体验
了警棍、夜视仪、望远镜等
装备。

汪 磊 徐 丹 顾 燕 文
朱臻 王锐 摄

节日前夕，那些暖心一刻

西新桥派出所民警王雯婷教老年人如何使用智能手机

建议提案背后的故事

代表委员风采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