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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长江江豚科学考察近日在
南京启动，本次考察是继 2006、2012
和2017 年后第4 次长江全流域江豚科
学考察，也是长江实施十年禁渔后首
次流域性物种系统调查，对于长江江
豚乃至整个长江生态系统的保护具有
重要意义。9 月 20 日，长江航运公安局
常州派出所在辖区长江 71—75 号浮
水域为江豚科学考察船队开展护航。
民警驾驶公安艇护航江豚科考船舶，
禁止无关船舶驶入科考范围水域。

■汪磊 夏晨希 卢亚鹏 图文报道

民警护航江豚科考船队

■记者 汪磊 通讯员 袁梦来

本报讯 目前正值常州各
大高校开学季，为遏制电信网
络诈骗在高校学生群体中的高
发势头，切实维护学生财产安
全，9 月 19、20 日晚间，常州市

公安局高新区（新北）分局案件
侦查大队选派反诈民警，走进
常 州 工 学 院 辽 河 路 校 区 ，为
2800余名新生送上4节形式多
样的开学“反诈第一课”。

民警结合近期各高校发生
的真实案例和数据，逐步解析
冒充熟人、兼职刷单、游戏交

易、虚假购物、冒充客服理赔等
多种诈骗类型作案手法，与学
生进行互动交流，并送上防范

“实招”。同时，动员学生充分
发挥“扩音器”作用，积极向同
学亲友宣传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相关知识，共同营造全民反诈、
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氛围。

大学第一课，新生学“反诈”

■记者 汪磊

本报讯“那些受害者痛苦
懊悔的面容，刺痛着我的神经，
而我最应该做的就是给潜在受
害者念好‘紧箍咒’。”拍视频、
开直播、讲案例⋯⋯金坛女民
警韩钰总是抓住一切机会，将
反诈知识传递给辖区的每一个
群众，有效降低辖区电信网络
诈骗发案率。

25岁的韩钰是金坛公安分
局滨湖派出所社区民警。7 月
26日，韩钰接到预警：家住岸头
佳园的李女士疑似遭遇了冒充
公检法诈骗，她立即拨打李女
士电话，可电话时而占线、时而

拒接，韩钰分析，李女士很可能
正在和骗子通话并已经被骗子

“洗脑”。为及时阻止电信网络
诈骗，避免李女士财产损失，韩
钰一边联系李女士的家人对其
进行劝阻，一边火速驾车前往
其住处。

当韩钰赶到时，李女士的银
行存款信息已经泄露，骗子正利
用软件分屏控制她的手机操作
修改其银行账户密码。眼看李女
士的钱即将被转走，韩钰一把夺
过她的手机，强行退出软件，成
功阻止了对方的进一步操作，随
后态度坚决地卸载了涉诈软件，
为李女士下载安装了国家反诈
中心 App，并陪着她前往电信
营业厅修复手机卡。

“我们警察不会远程办案，
更不会在办案时要求群众转账，
你遇到的就是典型的冒充公检
法诈骗。”听了韩钰的讲解，李女
士才发现自己掉入了骗子的陷
阱，还好韩钰及时出现，保住了
账户上60余万元存款。李女士夫
妇哽咽着说：“要不是你，我们一
辈子的血汗钱就这样没了！”

“骗子的‘剧本’总在不断
地更新，我们只有不断学习、钻
研、突破，才能快速出击，守好
群众的钱袋子！”韩钰还通过召
开警民恳谈会宣讲、微信群提
示以及直播、拍视频等方式，用
朴素亲和的语言、真实震撼的
案例、生动有趣的互动进一步
提高辖区群众的反诈意识。

女警夺手机，守住群众血汗钱

■记者 汪磊
通讯员 贾飞 徐建坤

本报讯“女同胞要当心‘杀
猪盘’，骗子先跟你谈感情，然后
骗你转账；男同志也不能掉以轻
心，最近裸聊诈骗升级，和刷单、
网络赌博结合起来了，发案很严
重。”9月21日傍晚，西林街道西
林村热心志愿者周晓春，来到西
林家园广场、村民家中，宣传讲
解两种多发的“电诈”手段。

周晓春是村里巡防队的成
员，除了和民警一起加强巡逻
防控，反诈也是目前的重要任
务之一。“西林村已经连续两年

‘电诈’零发案，巡防队功不可

没。”西林社区民警王江说。
目 前 ，西 林 村 常 住 人 口

5000多人，除了7个自然村，还
有一个安置小区西林家园。“‘电
诈’防范的重点在小区，两年多
前，西林家园就有一名男青年遇
到了裸聊诈骗，被骗 1000 多
元。”王江说，为了防范诈骗，派
出所和村里联合建立了一支巡
防队伍，由几十名村民小组长、
党员志愿者、热心村民组成，在
7 个网格里又组建了 7 个分队。
队员们进行反诈培训后，开始密
集宣传，讲解最鲜活的案例，确
保每户人家入脑入心。

21 日当晚，王江和周晓春
重点讲解了“杀猪盘”和升级版
的裸聊诈骗。“大家千万要当

心，就在9月12日，我们西林辖
区一位居民浏览色情网站，下
载了一个诈骗 App 去押注，最
终被骗，损失惨重。”周晓春给
居民讲解具体的案件，提醒大
家注意防范。“除了线下宣传，
我们还在微信群每天提醒，并
向每一户发放防诈宣传手册，
悬挂防诈横幅20余条。”

在宣传反诈的同时，队员
们还及时发现村民之间的矛
盾、各种困难以及治安隐患，上
报村里和派出所协商解决。

巡防队给力，西林村两年“电诈”零发案

■刘一珉 柏旭松 图文报道

溧阳市戴埠镇退役军人周
文力回乡 16 年，做了许多事：承
包荒山，成立家庭农场；发挥武
警专业特长，开展青少年拓展训
练项目；组建村民合作社，带领
村民共同创业。昔日寂寥的山沟
渐渐热闹起来，村民们走上了共
同富裕之路。

山沟里创业
承包170余亩荒山

周文力从小在农村长大，家
乡在溧阳市戴埠镇南渚村委上
曹村。这里位于溧阳南部，山青水
秀，茂林修竹，山珍丰富，却是常
州最偏远的“山沟沟”，少有人来。

周文力每每回乡，看到土地
闲置、山林荒芜，心里总有说不出
的滋味：家乡景色这么美、资源这
么多，为何村民们的日子还过得
紧巴巴？作为一名党员，他暗暗下
定决心，一定要尽自己一份力量，
让山村变样，让村民生活变富
裕。2006年，周文力从上海退役
后，放弃城里工作，返乡创业。

周文力冒着风险，顶着压
力，承包了 170 余亩荒山，成立
了深山沟农场。16 年来，他发扬
军人特别能吃苦的作风，起早贪
黑，种下黄金梨、板栗、紫薯等经
济作物，大山里经常出现他和爱
人王娟默默苦干的身影。因为资
金缺乏，他和爱人一度靠打工维
持生计。创业期间虽然起起落
落，但苦心经营 7 年后，他的事
业终于迎来转机。渐渐地，小山
村漫山果香，农场人气也旺了起
来，成为常州、南京、杭州、上海
等周边城里人休闲度假的好去
处，年接待游客由原来的二三百
人发展到现在的2万多人。

深山沟农场获评常州市优
秀家庭农场、放心农产品示范基
地，周文力的创业故事受到媒体
关注，央视及南京、杭州、常州电
视台一些栏目进行了报道。

发挥特长
开展青少年拓展项目

退役前，周文力是上海武警

总队二支队的一名班长，5 年军
旅生涯中，获评优秀士官、优秀
领班员，荣立过三等功。他擅长
军事基础科目、野外生存教学、
学生军训、运动伤防治等，是国
家人社部认证的高级拓展培训
师。

在深山沟农场成功运营的
基础上，周文力发挥自己在部队
的特长，成立了神山拓展有限公
司，开展拓展运动项目，让游客
在青山绿水间锻炼，体验“军旅”
风采。

周文力还针对青少年开设
了军事拓展课程，通过紧急救
护、野外生存、真人 CS 等项目，
培训团队协作、自救生存等技
能，让孩子们在拓展活动中锻炼
体魄，磨炼意志，获得家长们的
一致好评。

目前，农场成为常州市中小
学综合实践基地、常州社区教育
游学体验基地等，成为多所学校
定点野外拓展训练点。

不忘初心
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荒山变成金山银山，小山沟
变成“世外桃源”。周文力事业有
成，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的初
心是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深山沟农场成立之初，周文
力就精心谋划，发挥村里劳动力
的特长，尽量给他们安排合适岗
位，一下子带动了 100 多个村民
就业。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村民
们高兴地说：“回来一个兵，家家
都沾光。”

周文力还组建了村民合作
社，带动大家共同建设山村公益
小集市，让村民家成为亲子活动
点，引导大家共同创业。有的村民
种植水果玉米，他就增加了亲子
游“掰玉米”项目；有的村民有几
亩板栗，他就邀请加入农场合作；
有的村民家房子空着，他就组织
加入民宿统一经营⋯⋯村民们
以各种资源和形式加盟后，一年
都增加收入数千元到几万元。

如今，上曹村农家乐、民宿
客栈、垂钓中心、绿色农副产品
小店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村民户
均年收入由原来的 3000 元增加
到3万元以上。

溧阳退役军人周文力承包荒山带动村民共同致富，村民们高兴地说——

“回来一个兵，家家都沾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