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毗毗陵陵··暖事暖事
5月11日晚8点多钟，在阳湖大

桥附近，一中年男子跳河轻生。55岁
的老民警芮和彬立刻下水救人，可对
方竟不接受救援，只是诉说着生活的
不平。芮和彬在水中耐心劝说，最终
将男子劝上岸。

记者了解到，芮和彬是朝阳桥派
出所社区民警，平时善于处理一些突
发警情，面对群众求助，他总是尽全力
帮助解决各种困难。

水中耐心劝解轻生男子

事发当晚8时许，芮和彬正值夜
班，开着巡逻车在辖区亮灯巡逻，行至
阳湖大桥东侧时，一名群众冲到路边
呼喊着：“救命啊，有人落水了。”芮和
彬立即停车，穿上救生衣，携带救援设
备赶至运河边。

只见一名男子浮在阳湖大桥涵
洞下方的水面上。涵洞高3米，落水
男子浮在水面大声哭泣，情况不容
乐观。

就在芮和彬将救援绳拴在身上准
备下河，此时，消防救援人员赶到了现
场，在消防救援人员的协助下，芮和彬
使用绳梯下到水面。但没想到的是，
该男子并没有很强的求生意志，反而
一直朝他诉说生活的不平，家里经济
条件差，生活没有希望，不愿被施救。

同为50多岁的家庭顶梁柱，芮和
彬感同身受，耐心劝说：“我们都上有
老下有小，哪能轻易说走就走，说放下
就放下？人生不要因为遇到太多的艰
难就放弃自我，我们还要好好地努力，
照顾好家庭……”

在芮和彬的耐心劝说下，该男子
终于同意上岸。芮和彬将自己身上的
救援绳系在男子身上，配合消防救援
队员将男子拉上了岸。因及时救援，
男子的身体并未有损伤，被家属领了
回去。

凭水声找到轻生女子

救助轻生警情，芮和彬已有丰富的
经验，去年以来，他已多次成功处置。

去年2月6日一大早，一位群众打
电话报警，称父母亲因家庭琐事吵得厉
害。处警民警上门调解，双方决定冷
静。可哪知，10点多，该群众再次焦急
地报警，说母亲郑某可能想不开，要投水
自杀，具体位置不知道。

芮和彬接警，了解清楚郑某出走的
时间后，尝试拨打郑某的电话。电话打
通了，可郑某言语间都是心灰意冷。芮
和彬做了15分钟的思想工作，能没打消
其轻生念头。之后，老芮根据郑某出走
的时长，以及电话中隐约听到的水声，判
断对方在运河附近某处位置。芮和彬立
即驾车沿着阳湖大桥及运河两岸仔细搜
寻，一眼就发现了一边上桥一边接电话
的郑某，将其带到派出所耐心劝导。

最终，在老芮和家人的多番开导下，
郑某终于打消了轻生的念头。

助力群众全家团圆

对于群众的求助，芮和彬也是尽全
力帮助解决。

去年7月9日，来自宿迁的王全刚一
家来到朝阳桥派出所，拿出一张年轻小
伙的照片，以及一沓纸和一个户口本，说
要寻找失散11年的儿子小王。

原来，去年6月，王全刚夫妇从一个
在常打工的老乡那儿得知，在常州天宁
区曾看到一名神似小王的男子，但不敢
确认。一家人这才赶到常州求助警方。

芮和彬根据王全刚夫妇提供的身份
信息和关系证明，查询发现，小王现住地
位于天宁区城巷村，随即通过“朝阳桥派
出所微信出租房e家园”微信联系该地
房东。经核实，该地确实住有一名男子，
结合照片核对，确认为小王本人。于是，
芮和彬陪着王全刚夫妇上门等候，一直
等到当晚5点半左右，小王终于出现。

经芮和彬耐心做工作，小王答应与
父母回老家。 莫国强 汪磊

他是一位热心人，总是尽全力帮群众解决困难

男子跳河拒救援，老民警芮和彬水中苦劝

本报讯 5月12日，爱心志愿者
带着老人来到凤凰公园，沿着园中小
道，欣赏着公园美景。

前些天，戚大街社区网格员了解到，
辖区内不少空巢老人、残疾人想走出家
门，看看城市的发展和变化。尤其在听
说今年凤凰公园的杜鹃花特别漂亮时，

他们都想去看看，可一直未能如愿。
集体商量后，社区决定招募爱心车

主，带老人们去看花展，完成他们的“微
心愿”。招募信息一发布，社区5名工
作人员率先报名。之后，经开区建设
局、江苏银行经开区支行、江苏有线戚
区广电站等单位也纷纷加入爱心队伍。

当天虽然下着雨，但大家依然兴
致勃勃。在社工陈慧敏的带领下，老
人们幸福地出游了。“我腿脚不方便，
平时也不出远门，这次社区带我们出
来，真的很感谢，也感到非常开心！”孙
红英老人说。

（陈苞芳 庄奕图文报道）

爱心车队，载着老人看花展

本报讯 5月7日凌晨4点多，
彭师傅载着一车农产品经过104国
道溧阳收费站时，车子出现故障，无
法发动。收费站员工立即帮他联系
修车，使他得以顺利赶路。

事发时，彭师傅载货从南京前
往宜兴，送货单位要求早晨7点前
送到某菜市场。因着急赶路，彭师
傅开得有点快，在经过收费站时，遇
到前方小车刹车，只好跟着急刹靠
边避让，导致车上堆放的两箱豆腐

侧翻在地。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彭
师傅准备继续赶路时，却发现车子
动不了了。

收费站员工见状上前询问，彭
师傅心急如焚地说，车上装的是新
鲜蔬菜水果，去晚了客户不收，损失
就大了。当时已经快5点了，工作
人员一边安慰他，一边帮他联系附
近的修车厂，并帮他拦下一辆货车，
把车子拖到附近的修理厂维修。

（芮伟芬 谢泉平 陈林霞）

着急赶路偏偏车坏了
收费站员工紧急相助

本报讯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
5月10日晚9时许，溧阳市境内突
发狂风暴雨，致使104国道、233国
道等多处路段行道树发生倒伏，占
据路面，阻碍交通，影响群众安全
出行。我市公路部门第一时间启
动应急预案，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
施，排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群众
安全出行。

10日晚间，我市公路部门累计
出动3支应急抢险队伍，养护人员
100余人次，巡查车20辆，处置道

路险情30余处，清理倒伏树木80
余棵，并针对积水路段及时设置警
示牌。同时，我市公路部门与公安
交警强化配合，分片区、分路段做好
道路险情处置。

截至11日凌晨，溧阳市境内受
灾损的104国道、233国道部分隐
患点消除，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此
次恶劣天气，我市其他普通国省道
未受影响，公路网运行正常有序。

（朱晓卿 冯岑 孙丹 芮伟芬
黄洁璐）

溧阳市遭遇狂风暴雨

公路部门清理倒伏树木80余棵

本报讯 5月7日，市民方先生将一
面写有“热心助人、为民服务”的锦旗送
至龙虎塘派出所，衷心感谢辅警万晴循
线追踪13公里，为他找回走失的爷爷。

5月1日下午3时左右，龙虎塘派出
所接到方先生的报警求助，称其爷爷在
江南环球港游玩时走失。派出所当班辅
警万晴立即展开追踪，在成功锁定老人
最初走失的画面后，万晴以时间为轴，以
江南环球港为起点，循着老人的轨迹一
路追踪至新北区圩塘工业园。在派人驱
车赶往圩塘工业园区寻找的同时联系周
边派出所，将走失老人的相关信息告知，
请求必要时协助。

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走失了
3个多小时的老人终于被找回。据了
解，老人在与家人走失后，本想着自己回
家，可是怎么走都找不到回家的路，结果
走了3个多小时，已经精疲力竭，路还越
走越偏。 （李文霞 汪磊）

追踪13公里
找回走失老人

本报讯 潘女士去正在装修的新
房查看，发现电线里的铜丝都被抽掉，
堆放在墙角。物业2位保安判断，小
偷还会回来拿铜丝，遂在新房守候。
果然，小偷很快“自投罗网”。

4月27日下午4点多，金地天际
小区业主潘女士到新房查看装修进
度，被房内的景象惊呆了：电线里的铜

丝竟全部被人抽出来丢在墙角，剩下
的电线皮还放在一边。物业保安唐师
傅和杨师傅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想，小
偷把电线内铜丝抽出来又不拿走，肯
定是去找运输工具再来拿货。于是，
两人决定“守株待兔”。

当晚6点，门终于“动”了，小偷进
门和唐师傅打了个照面，发现屋内有

人后，立即转身向紧急通道跑去。“快，
逮住他！”唐师傅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与杨师傅合力将小偷控制住，随后移
交给三井派出所。

经审查，盗窃嫌疑人邵某对偷取
电线铜丝一事供认不讳，现已被依法
刑事拘留。

三井派出所对物业保安唐师傅和
杨师傅恪尽职守、保护业主财产的见
义勇为行为表示赞扬，正为两人申报

“见义勇为”奖励。
（李文霞 汪磊）

保安“守株待兔”抓获小偷

本报讯 近日，龙虎塘派出所成功
破获一起发生在员工宿舍内的盗窃案。

4月初，龙虎塘派出所先后接到数
名群众报案，称其所住的员工宿舍遭了

“贼手”，损失金额在几百元到几千元不
等。而且这几名报案人住在同一楼层。
民警第一时间立案侦查，并成功将嫌疑
人何某抓获归案。

经审查，嫌疑人何某之前也住在这栋
楼里，对地形、环境都非常熟悉。他知道白
天是员工上班时间，宿舍基本没人，而且通
过外围商铺的楼顶平台就可以翻窗户进入
员工宿舍。早在去年底，他就通过翻窗
户的手段，数次光顾了别人的宿舍，现
金、烟酒、手机都是他的下手对象。他将
偷来的钱财用于日常开销，偷来的瓶装
酒、成条烟、手机等物则被他转卖换钱。
因为一直没被发现，何某的胆子越来越
大，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偷一次。

目前，嫌疑人何某已被公安机关依
法刑事拘留。 （李文霞 汪磊）

猖狂蟊贼专吃
“窝边草”

（上接A1版）
陈涛同时强调，相关部门要按

照市领导挂钩联系优势产业链工作
机制要求，进一步完善推进工作机
制，建立议事协调例会制度，构建挂

钩联系产业链支撑体系，建立信息
采集机制，力求高效服务。

调研中，陈涛向相关企业发放
了“常商服务卡”。

（唐文竹）

市领导调研光伏产业链发展情况

（上接A1版）
据了解，金安家园是市住房保

障中心最先安装阻车系统的保障房
小区，4月已全部启用。金润家园、
金泽家园、青韵雅苑3个保障房小
区的阻车系统安装及调试工作将于
本月底完成，6月正式运行。

据记者现场了解，居民们希望

在禁止电瓶车上楼后，小区里的电
瓶车停放及充电设施要进一步保障
到位。市住房保障中心表示，下阶
段将试点在金泽家园开展地面非机
动车车棚建造及充电桩安装工程，
以技防手段解决小区电瓶车停放及
充电管理难题，进一步规范管理，为
居民提供更多便利。（唐文竹 高爽）

严禁电瓶车乘电梯上楼

（上接A1版）药、泉六大资源及道文
化、金坛地缘文化为依托，打造国内
首个集休闲度假、文化展示、互动体
验等多主题的闲养度假区。景区在
国内首创宗教展示、江南神奇山镇、
创意互动体验的三合一产品开发模
式，创造性建设“一观八院十家宿、
廿馆百铺千间房”等特色旅游产品，
被业界誉为“中国旅游产品4.0”，已
跻身 4A级景区。游客在这个山
镇，四季皆可逍遥游。

金坛茅山旅游度假区结合当地
茶叶、经济林果产业，还成功走出一
条农旅融合之路。占地1000亩的
一号农场，是常州首家五星级乡村
旅游区，这一现代智慧有机农场变
身亲子农事体验乐园，“五一”假期
住宿一房难求。投资1.2亿元的茅
山茶海已初见雏形，将建成以茶文
化为主题的茶园度假区。上阮村处
于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核心区，
主打水果采摘，成为省乡村旅游重
点村，近期又有李家山、向阳驿等民
宿开张运营。

“五一”前夕，位于东方盐湖
城停车场南侧的常州茅山美池凯
莱温泉酒店投资方与运营商签
约。国际品牌凯莱酒店集团副总
裁王家杰在现场表示，将合适的
产品放在合适的地方，他们看好
金坛茅山的投资环境和旅游潜
力，有信心在明年5月1日前按期
运营好旗下在苏南的首家五星级
温泉度假酒店。

今年，茅山综合旅游开发项目
被列为省重大项目。这一项目总建
设用地449亩，建筑面积35.73万
平方米，将建设综合性亲子乐园、配
套酒店和国际会议中心。其中，今
年将建设紫云湖酒店、国际会议中
心和明月度假酒店等，计划投资15
亿元。

“金坛茅山，已经成为常州对外
展示推介的重要山水名片。”杨国忠
说，金坛茅山旅游度假区正大手笔、
高起点谋划发展，打造长三角美丽

“后花园”。
赵鹤茂 朱臻图文报道

“95后”“00后”游客数增长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