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周一上午，71岁的钟楼区荷花池
街道机械二村社区第七网格网格员严土
生，都会和搭档朱凤智一起，花上近2个
小时，把整个社区全部巡逻一遍。5月
17日的巡逻中，严土生接到了82岁的
俞老师的电话，说自己家里漏水了，请他
帮忙来处理。严土生当即赶到俞老师
家，同时联系工程人员上门处理。

朱凤智说，严土生是出了名的热心
肠，光是帮俞老师家处理漏水就已经好
多次了。前不久，严土生更是被俞老师
指定为“后事管理人”，在他百年之后，所
有后事要托付给严土生打理。

说起俞老师，严土生觉得心疼：老
人是退休的初中教师，中过风。去年，
儿子因癌症去世，不久，女儿又被查出
患癌症，经常要赶去上海看病，花费甚
巨。年近八旬的老伴也是年老体弱。
面对这样的一家人，严土生把俞老师列
为“头号照顾对象”，有事只要一个电
话，他随叫随到。

俞老师家住5楼，要在楼顶安装太
阳能热水器。严土生爬上楼顶，帮着安
装调试，直到顺利出热水；邻居家的太阳
能热水器漏水，影响到俞老师家，他帮着

去找邻居，再找人把损坏的热水器从楼
顶吊下来；楼下居民担心吊的时候撞到
玻璃，不同意，他去劝说楼下居民；漏水
处的修补，也是他联系工程队来做的。

俞老师的女儿生病后，需要把家里

的大房间腾出来给女儿住。严土生接到
求助后，立即喊来热心的网格员和志愿
者们一起上门，搬柜、抬床、挪椅……严
土生的腰不好，实在出不上多大力，就搬
些轻的家具。

有一次，严土生包了馄饨去俞老师
家探望，被热泪盈眶的俞老师拉着手直
念叨：“我们在常州没有其他亲戚了，我
就当你是我的家里人了！”前不久，俞老
师提到想找个保姆，严土生立即和社区
志愿者们上门：“您家情况特殊，不要花
钱请保姆了。什么时候有需要了，您一
个电话，我们来当您的保姆。”

今年春节前，俞老师向上门探望的
严土生提出了一个“非分之请”：“我家的
情况您也了解，我女儿和老伴的身体都
不好，希望在我故去之后，我的所有后事
都由你来帮忙操持。”严土生答应了。

其实，这样“代办后事”的情况，去年
严土生就做过了。社区一位转业军人去
世后，儿子媳妇在外地，因疫情无法回
常，赶不及料理后事。就是严土生出面，
帮着因伤心而六神无主的转业军人的妻
子，开具死亡证明、办理各项丧葬事宜，
妥善安排好了一切，既让家属满意，又没
有影响社区的防疫工作。

所有这一切，俞老师都看在了眼里，
算是找对了人。

“我最喜欢帮大家做些实实在在的
事情，能让居民们感受到网格的温暖，社
区的和谐，多跑腿、多受累，真的不算什
么。”严土生的名字有点土，话说得也实
在。

舒翼 张旭俊图文报道

有居民把“后事”都托付给了网格员
龙城 事网网

严土生（左）上门探望老年居民。

本报讯 点对点发送短信、事
故后现场宣传、上门与老年人签
订承诺书、村口大喇叭播放安全
提示……今年以来，奔牛交警中队
开展一系列进村宣传，提升村民尤
其是老年村民的交通安全意识。

该中队事故民警吕明德介绍，
今年以来，中队辖区共发生6起亡
人事故，其中5起与电动车有关，不
幸身亡的骑行人年龄多在60岁以
上。其中，有3起是因不戴头盔导
致头部重伤身亡，1起是闯红灯被
撞，还有1起是横穿马路及从村道
转弯不注意观察而发生意外。以邓
某逃逸案为例，事发时，刘某和其母
亲都没有戴头盔，刘母因此头部受
伤不幸身亡。

“在农村，老年人出行需求强
烈，很多80多岁的老人也喜欢骑车
出门。”该中队中队长朱超俊介绍，
奔牛辖区国省道交会，乡村路网密
集，容易发生事故。最近，他们发放
了2300多张老人出行调查表，发现

老人的代步车主要有两轮电动车、
三轮电动车、四轮电动车，也有少量
开拖拉机、农用车，大量的车辆没有
牌照。

提升老年人的交通安全意识，
就能有效压降亡人事故。朱超俊
说，为此，他们分析了每一起亡人及
重伤事故的原因，并在事故后深入
附近村庄，联合村干部开展宣传；上
门走访，和2300多位老人签订了交
通安全承诺书；联合学校，给接孩子
的老年人送上宣教信，签订承诺书；
联合电信部门，给有电动自行车牌
照的老人发送安全提示短信；村口
的大喇叭、路口的显示屏滚动播放
安全提示。

同时，加大查处力度，每一名被
查处者，都需要到中队宣传室观看
宣教视频。据悉，今年3月和4月，
中队查处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同比
上升了22%，民警在日常执勤中发
现，骑电动车戴头盔的群众明显增
加。 （芮伟芬 王俊）

今年辖区的6起亡人事故，5起与电动车有关

奔牛交警中队深入农村
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本报讯 近日，市交通执法部
门利用监控设施取证，联动公安部门
抽丝剥茧，通过“大数据”比对，成功
查处一起偷倒垃圾污染公路案件。

3月19日下午，市交通执法支
队新北大队四中队执法人员在辖区
开展公路巡查时，发现122省道安
家村委附近堆放有大量建筑垃圾，
造成路面污染，且影响周边居民出
行安全。经勘查，垃圾污染面积达
16平方米，但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
效线索。

考虑到垃圾量比较大，执法人
员推测，作案者一定是使用车辆运
输垃圾后实施的倾倒行为。根据这
一判断，四中队协调辖区交警中队
调取路面监控，经分析研判，终于锁
定一辆牌号为鲁16H×××0的山
东籍农用车辆。但因涉事车辆是外
地农用车，交警部门没有车主具体
信息，也无法实时掌握车辆行驶轨
迹。案件一时陷入困境。

执法人员改变思路，联系辖区

公安治安卡口梳理历史案件，发现
多年前，一陈姓司机驾驶该车曾被
公安部门处罚过。经联系，陈某表
示，该车已经卖给董某。执法人员立
即联系董某，可董某百般抵赖。

最终，在事实面前，董某于4月
28日到新北大队四中队依法接受调
查。董某交代，3月18日晚11点，天
下着大雨，新北区有家装修公司委
托他清理建筑垃圾，他便安排司机
陆某驾驶涉事农用车去装车，并于3
月19日凌晨2点55分左右，直接将
建筑垃圾倾倒在122省道路边。

倾倒垃圾污染公路，已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5月6日，交
通执法部门依法对车主董某作出
2500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其向养
护单位支付垃圾清理费500元。下
一步，交通执法部门将联动公安部
门深化非现场执法模式的实践，让
违法行为真正无所遁形，切实保障
公路安全畅通。

(戴群立 杨鑫 黄洁璐)

“大数据”比对，揪出偷倒建筑垃圾者

本报讯 为进一步遏制电信诈骗
案件高发态势，切实提高辖区群众的
防诈意识和能力，5月14日，常州高
新区龙虎塘派出所在腾龙社区的支持
下，在社区服务中心增设了“防诈宣
传”窗口，开展常态化宣传活动。

当天，社区民警通过摆放展台、发
放宣传资料、赠送自制“防诈”环保袋等
方式，为群众详细讲解目前多发的诈骗
手段以及近期辖区发生的典型案例（如
图），循环播放防诈宣传片，并现场模拟
接听各类型诈骗电话，提醒群众在日常

生活中要时时警醒、谨防受骗。
据悉，“防诈宣传”窗口将在每周

五、六上午固定开放，由群众自行前
往，社区民警负责接待、宣传，努力营
造“人人识诈”的社会氛围。

（邹健 汪磊图文报道）

社区服务中心有了“防诈”窗口

本报讯 骑电动车撞上83岁
的韩奶奶后，徐某借口说急着去接
孩子，让她在路边等待。可直到天
黑，徐某也没出现。民警王克超接
警后，连续10多天不懈查找，终将
徐某抓获。5月13日，韩奶奶在家
人的陪伴下，赶到新北区交警大队
春江中队，向王克超送上锦旗。

4月29日下午4时47分许，徐某
骑电动车沿新北区团结路由东向西行
驶，路过百馨苑北区门口时，撞伤沿人
行横道线过马路的韩奶奶。韩奶奶已
83岁高龄，被撞得一个趔趄，后退了1
米多，好在没有跌倒。徐某见状，表示
自己会负责任的，但现在急着去幼儿
园接孩子，让她在路旁等一等。韩奶
奶信以为真，一直站在路口等，可直到
天黑，也没见徐某过来。

当晚，韩奶奶被家人发现其左
胳膊肿胀，无法抬起，问明原委后，
气愤的家人报了警。

新北交警大队春江中队事故民
警王克超接报后，立即调取视频信

息两头追踪。往西追到春江幼儿园
门口，往东追踪了2个路口，嫌疑人
的影像消失。依据视频资料，嫌疑
人骑的是一辆白色的爱玛踏板电动
车，龙头上有披风，车篓上贴有代言
人金秀贤的照片。根据这些特征，
王克超开始走访、蹲守。在春江幼
儿园蹲守了2天，未发现嫌疑电动
车，便转向在嫌疑人经过路段走访
调查。5月11日上午9时许，在百
丈老街一车库门口，终于发现了疑
似车辆，但披风已取下。

王克超询问得知，该车主人是
徐某。见民警找上了门，徐某只得
供认了肇事逃逸的违法事实。她认
为，老人没有大碍，接了孩子就没有
回到现场。

在民警的严肃批评下，徐某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鉴于徐某尚未构
成犯罪，民警召集双方开展协调，徐
某赔偿了韩奶奶3000元。同时，因
其肇事逃逸，民警依法对其行政处
罚1000元。 （芮伟芬 焦瑾）

撞人借口逃逸 落网受到严惩本报讯 5月10日，石女士给天目
湖派出所送上了锦旗，感谢民警为她追
回钱财。

4月23日晚，石女士将车停在溧阳
市天目湖街上，忘了锁车门。第二天中
午，她发现放在汽车里的2万余元现金
没了，立即赶到天目湖派出所报警。

民警调取视频侦查，抓获嫌疑人钟
某。钟某到案后交代了盗窃经过。事发
当晚，他拉车门盗窃，在石女士的车里翻
到了2万余元现金。得手后，因害怕被
抓，这些钱他还没敢用。

（芮伟芬 张亮）

车里放了2万元
车门忘上锁被盗

本报讯 水牛突然发狂，撞伤
一名群众后逃走。为防止其继续伤
人，民警迅速到场，启用无人机寻
找，果断将其击毙。

5月13日下午，溧阳上兴派出
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辖区内有一头
公水牛发狂，已撞伤了一名群众，现
逃得不知去向。民警立即赶到现
场，发现一名男子倒在地上，一条腿
血流不止，说是被牛角捅伤。民警
随即联系120将伤者送医院救治。

此时，水牛主人焦急万分，向民
警提出要将该水牛击毙。上兴派出
所立即联系该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携带枪支增援，并组织全部在所警
力，发动网格员、城管中队以及资深
牛场饲养员等，一起沿途搜索该水
牛，防止其他群众再被伤害。

民警追踪蹄印发现，水牛蹄印
消失在一处河流西岸，推断水牛已
下水。因该处植被茂盛，人工搜寻

困难，城管部门和民警使用无人机
巡视河流两岸，不久便在河流东岸
拐角处再次发现蹄印。搜寻人员跟
随蹄印搜索到一处杂草丛时，水牛
突然从草丛中窜出，沿田间小路一
路向南飞奔。民警立即驱车追赶，
因田间道路复杂，汽车无法通行，跑
步又难以追上水牛。两难时，一名
骑电动车的群众路过，主动带领民
警追击。

当水牛不再奔跑后，因现场周
边田间劳作的农民较多，无法确保
安全的射击环境，民警只得继续驱
赶水牛。将水牛驱赶到一块相对开
阔的空地并确认周围无群众后，民
警成功将发狂水牛击毙。随后，牛
主人联系畜牧站对该水牛进行了无
公害处理。

据牛主人称，事发前，他正在给
牛穿鼻子，可能牛受痛刺激后发狂。

（芮伟芬 张亮）

水牛发狂撞人逃走
警方搜寻果断击毙

本报讯 河海派出所近日接到群众
报警，称小区有人从楼上扔菜刀下来。
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调查情况。

经查，年过七旬的吴老太和丈夫
李老汉因生活琐事吵架，吴老太情绪
激动，拿了扫把就朝李老汉身上打，被
李老汉抓住。吴老太更上火了，又拿
了把折叠椅砸，也被丈夫抢了下来。
之后，李老汉下了楼。没想到，吴老太
不依不饶，竟从3楼扔下2张凳子和9
把刀，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和其他
财物损失。目前，吴老太因涉嫌高空抛
物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李文霞 汪磊）

老妻与夫吵架
从楼上扔下9把刀

（上接A1版）进一步增强广大人民群众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要注重实效，推动工作开展。把主
题宣传教育活动与“为民办实事”项目结
合起来，把民生实事办好办实，让广大群
众发自内心“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会议讨论研究并原则同意《“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市级实事项目清单
（第一批）》。会议强调，为群众办实事是
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
是践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体现。各
级党组织要自觉提高政治站位，认真抓

好工作组织和落实；广大党员要进一步
强化宗旨意识和为民情怀，带着责任、带
着感情参与“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要立足于“人”、聚焦到“事”，从最困
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
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切实解决基层的困
难事、群众的烦心事，在更高水平上实现
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要
把具体实事做实，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
得到实惠，用实际行动、实际努力和实际
效果展现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风貌，
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赢得人民群众的
真心拥护和认可。

会议讨论研究并原则同意《关于健
全完善特约人员工作制度的实施意

见》。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做好特约人
员工作的重要性，培养和提升党外干部
的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
导能力和合作共事能力，推动多党合作
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建立“人才库”，大
力举荐和培养业务素质好、参政能力强、
有奉献精神、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成员，
加强对特约人员的管理考核。

会议听取我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有关情况汇报，研究了相关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舒泉清）

市委常委会举行会议

（上接A1版）代表们与来自农村、企业、机关
的多名群众代表进行深入交流，认真倾听他
们对美丽乡村建设、社会保障、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农业农村发展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并与
朱林镇领导会商研究解决办法。对于群众的
合理诉求，能答复的当场答复，需要进一步核
查、研究的，要求依法依规、限期办理好，并及
时反馈，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张春福指出，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事关
高质量发展、事关民生，相关部门要认真梳理
归类，采取有效措施推动问题解决。希望各
级人大代表把“根”扎下去，坚持为民代言。
要始终聚焦人民立场，通过依法高效履职，充
分反映群众意愿，广泛汇集群众需求，切实维
护群众利益，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赢得人民
群众的信赖和支持。 （刘一珉 杨静）

走进基层为群众办实事

（上接 A1 版）全体学员要把握讲政治、重理
想，讲修养、重学习，讲实干、重担当，讲规矩、
重纪律，充电赋能、蓄力积势，将学习培训过
程转化为提升党性修养、强化组织观念、砥砺
担当精神的过程，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良
好的作风、更加过硬的业绩，在新时代新征程
中创造新历史。

第61期县处级干部进修班暨第1期学
党史专题培训示范班、第14期中青年女干部
培训班、第10期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市
委组织部、编办、老干部局相关处室负责
人，市委党校全体专职教师、中层干部参加
开学典礼。

（唐文竹 常组宣）

市委党校春季学期第二轮主体班开学

（上接A1版）从全省情况看，我市
总 人 口 性 别 比 高 于 全 省 的
103.15，上升幅度与全省基本
同步。

年龄结构“两升一降”。全市
0- 14岁人口为 70.0 万人，占
13.26%；15-59岁人口为352.2万
人，占66.73%；60岁及以上人口
为105.6万人，占20.01%；65岁及
以 上 人 口 为 78.5 万 人 ，占
14.88%。与2010年相比，0-14
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人口的
比重分别上升1.74个百分点、下
降6.71个百分点、上升4.96个百
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33.7
万人，比重提高5.11个百分点。

我市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但老龄化进程慢于全省。

此外，我市16-59岁劳动年
龄人口规模仍在扩大。全市劳动
年龄人口为348.3万人，比2010
年增加15.8万人，占全市人口比
重为65.98%，比全省高出3.94个
百分点，劳动力资源依然丰富。

人口质量：人口素质不
断提高，文盲率大幅下降

全市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
（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为
109.2万人，比2010年增加55.4万
人。与2010年相比，每10万人中
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11721人
上 升 为 20690 人 ，高 于 全 省
（18663人），列全省第4位。15岁
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6年上升至10.6年，高于全省
（10.2年），列全省第4。

与2010年相比，文盲率由
3.29%下降为1.60%，低于全省
1.01个百分点。

记者从市人普办了解到，按照
国际惯例和通常做法，普查结束后
会依据普查结果对两次普查之间
公布的年度数据进行修订，以更加
真实、客观地反映人口发展轨迹。
目前国家统计局正在制定统一科
学的修订原则和方法。这项工作
正在进行中。 （常统宣 董心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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