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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汪磊 文
图片由常州警方提供

8 月 2 日上午 9 点多钟，市公
安局武进分局刑警大队技术中
队民警赶到一处绿化带，下到离
地面近 2 米深的电缆井中进行现
场勘查。1 个多小时里，民警克服
高温、腐臭等恶劣环境干扰，一
丝不苟地完成了勘查任务。

今夏的高温天已经持续月
余，气温多次逼近 40 摄氏度。当
大家都躲进空调房间里“续命”
时，全市公安民警辅警却冒着酷
暑，全力投入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中。他们打击破案、
巡逻执勤、维护交通、宣传防范，
在忙碌中，警服湿了干、干了又
湿，结出一层层醒目的盐霜⋯⋯

巡特警：打击犯罪抓
坏人，服务群众帮找人

晚上 7 时许，市公安局巡特
警支队四大队民警周凯锋和邹
雨晨，准时来到新北区绿都万和
城小区。“你好，我是常州市公安
局巡防民警，你是苏 DXXX 的车
主吗？”在小区外围环龙路上，周
凯锋发现一辆黑色轿车没有关
车窗，车内副驾驶座位有一个电
脑包，立即通过警务通寻找联系
车主。

10 分钟后，一名年轻男子急
匆匆赶了过来，“来朋友这儿拿
份文件，没想到跟朋友一聊就两
个小时，都忘了车窗没关了，幸
好电脑还在。感谢警察同志，下
次一定注意。”周凯锋递给车主
一张宣传单，提醒他一定要提高
安全防范意识，切不可因粗心大
意而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绿都万和城附近的巡防民
警请注意，一名多次盗窃车内财
物 的 嫌 疑 人 出 现 在 绿 都 万 和
城！”3 个小时后，周凯锋和邹雨
晨接到指令，立即提高了警惕。
他们根据指令来到绿都万和城
农贸市场附近，通过盘查，抓获

了盗窃嫌疑人王某某。
结合正在开展的夏季治安

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市公安局
深入实施巡防改革，以街面巡
防、巡逻处警、巡防处突“三个一
体化”建设，深入推动巡逻防控

“铸盾”工程。今年上半年成立的
巡特警情指分中心实体化运作，
将全市划分为 5 个盯案战区，实
行战区责任制。

在抓获犯罪嫌疑人的同时，
情指分中心积极梳理走失警情，
为巡特警队员找到走失老人、孩
子提供支撑。8 月 2 日晚上六点，
马杭辖区一名七旬老太太走失。
巡特警队员立即开展视频追踪，
发现老人出现在青洋路滆湖路
路口，沿着高架往南步行。这时，
家属就在周边，队员指导家属沿
着青洋路高架往南寻找，很快家
属在高架底下找到了走失人员
杨秋菊，并对民警提供帮助表示
感谢。

得知老人安全到家，巡特警
支队五大队中队长董立波和同
事轻轻击了下掌，大家都松了口
气。“天气太热，老人走失后，家属
和我们都很着急。每一次找到走
失老人后，很多家属看到老人的
状态，总是又心疼又自责。我还记
得有个走失两次的老人，每次都
走到奔牛邹区那一带，说是要回
宜兴老家找父母，其实她的父母
都不在了。这些亲情也都让我们
感动。”董立波说。6 月份以来，情
指分中心通过发布预警指令巡防
警力找回60岁以上老人29人，指
导家属找到19人。

派出所：增加“自选动
作”，治理效果很明显

8 月 4 日晚上 8 点，武进鸣凰
派出所民警对晓柳一村、二村、小
留新村开展社会面的清查工作。
晓柳社区民警陈波连续走访了几
家棋牌室、麻将馆，查处赌博行
为，并结合群租房、人口管理等常
态化工作，登记人员信息。

陈波说，“晓柳社区的麻将

馆、棋牌室很多，今年 1 月到 6
月，所里接报的赌博警情这边接
近30起。结合‘苏安'‘常安'‘武安
'清查行动，这一直是我们重点关
注的问题。”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期间，针对复杂多变的治安
形势和诸多矛盾问题，鸣凰派出
所从所领导到民警，制定职责任
务清单，加大实施力度，晓柳社
区被列为所里的重点地区进行
整治，“通过约谈相关棋牌室负
责人，不定期开展检查、抽查工
作，力争将赌博警情压降30%。”

“这是所里的‘自选动作’，
自己加的担子，再加上今天夏天
又热，大家肯定会辛苦一点，陪
家人的时间又少了一点。整治以
来，赌博警情大大降低，已经近
一个月没有接报，大家都很欣
慰。当然，成绩一定要保持好，希
望通过整治，进一步提升鸣凰地
区的治安。”鸣凰派出所所长孙
振华说。

“百日行动”，“反诈”
仍然是重头戏之一

近日，天宁公安分局青龙派
出所教导员李国振晚上 8 点后带
队来到九龙大排档等几家夜宵
摊位，检查治安防范的同时开展
反诈宣传。

很多夜宵摊主起初并没有
在意，但李国振不厌其烦讲起了
身边的案例，“刷单、投资理财，
被骗了几十万元甚至百万元的
都有。关键是有些人虽说知道有
这些骗局，但轮到自己身上时就
忘了。”很快，夜宵摊主和食客们
都邀请李国振坐下来，讲一讲常
见的一些骗局。

在“百日行动”中，天宁公安
分局延伸反诈触角，扩大反诈宣
传面，不断加大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宣传工作力度。“13 个派出所
先后组织多场次夏夜反诈宣传
活动，不放过任何一次反诈宣传
的机会。”天宁公安分局副局长
袁航说。

你我躲进空调房间“续命”时，他们在酷暑中执行任务——

警方“百日行动”，撑起百姓夏日安宁

■舒翼 吕博
王富强 图文报道

本报讯 如果不是一位热
心女乘客打进 12328 公交服
务热线，要求表扬公交三公司
303 车队 29 路公交车的两位
驾驶员，可能他俩热情帮助一
对残疾祖孙上下车的事，公司
里还没人知道。8 月 4 日上午，
两位受表扬的驾驶员李春华
和李强告诉记者，他们只是尽
了公交驾驶员应尽的义务，真
的没想到会被其他乘客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

李春华说，8月1日下午6
点 50 分左右，他驾驶 29 路公
交车途经北大街站时，看到一
位双脚残疾、两腿膝盖处衬着
两只鞋底的年轻男子，手膝并
用地爬上公交车，投币 4 元
后，请求他帮助自己的爷爷上
车。李春华看到车下有一位满
头白发的残疾老人，坐在轮椅
里。

李春华立即将车往前挪
了一段距离，将后车门对准轮

椅打开，再拉起后车门处的车
厢底板，形成斜坡。他跑到老
人身后，本打算通过斜坡将轮
椅推上公交车，没想到老人和
轮椅加在一起份量较重，他一
个人着实吃力。

就在这时，后一班 29 路
公交车入站，驾驶员李强看到
后，立即下车和李春华合力将
轮椅连推带抬上了公交车。上
车后，李春华提醒老人抓好扶
手。等到了火车站东站，这对
残疾祖孙要下车，李春华又在
一名热心男乘客的配合下，将
老人所坐的轮椅安全地抬到
了车下。年轻男子感慨地和爷
爷说：“常州的公交驾驶员真
是太好了。”

事后李春华和李强并未
声张，都觉得是自己应该做
的。他俩都没想到自己的热心
善举感动了目击此事的乘客
邢女士，她于 8 月 2 日专门打
进 12328 公交服务热线，要求
表扬李春华和李强两位驾驶
员的优质服务：“看似举手之
劳的小善举，反映了助人为乐
的大爱心。”

两位公交司机帮助残疾人上下车后都未声张

没想到，旁观乘客
打热线电话“求表扬”

■刘一珉 张扬

本报讯 近日，武进区首
个“夕阳红”法律援助工作站
入驻牛塘镇金东方社区。

牛塘镇金东方社区内建
有近 1800 户适老化住宅，最
多 可 以 容 纳 5000 名 老 人 入
住。武进区司法局调研了解
到，这些老年人口聚集的社区
往往集中存在涉及老年人的
法律需求。牛塘司法所负责
人、法援站站长巢钟如介绍，
当社区老年人遇到赡养、继
承、离婚、电信诈骗、养老诈骗
等一系列问题时，法援站将充

分发挥职能优势，及时提供快
捷、便利、优质、高效的法援服
务，包括定期组织公益律师值
班，为老年人免费提供法律咨
询、代拟法律文书服务；对老
年人申请法援事项进行初审，
符合条件的移转区法援中心；
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上
门服务；开展老年人预防电信
诈骗、养老诈骗等普法宣传活
动，提高老年人对法援的知晓
率等。

武进区司法局副局长熊
琦表示，“今后，我们将针对不
同的特殊群体，建立更多的特
殊群体法援站，提高法援针对
性、精准性和便利性。”

适老化住宅社区
成立“夕阳红”法援站

鸣凰派出所民警检查晓柳新村的棋牌室

夏日即景③

李春华帮助残疾老人上下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