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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行车途中，热心市
民周建康发现路边着火了，且不
远处就是一个加油站。他立即到
加油站借来灭火器，和另外两位
热心市民一起把火扑灭。

6月14日，记者将这一情况
反馈给了武进警方，警方表示，将
联系周建康，对相关情况核实无
误后，帮他们申报见义勇为奖励。

6月 7日晚 9点，周建康驾
车从牛塘农庄返回湖塘，途经
312国道刚过新龙大桥时，就看
到路南边浓烟滚滚，火势凶猛。

“这是一片树林，有很多干枯的
树枝，能听到噼里啪啦的树枝燃
烧声。当时火苗蹿到几米高，关
键是，聚湖雅苑后面就是一个加
油站。如果我们不救火，等到消
防队员来，情况就不好说了。”周
建康说。

因为车上没有灭火工具，周
建康立刻在加油站边上停车，去
借了灭火器后，回到火场灭火。
同车的王女士拨打了119。在周
建康救火时，又来了两名热心小
伙子帮忙。20分钟左右，火势就
被3人控制住了。等到消防队员
来到现场，3人才离开。（汪磊）

热心市民
英勇救火

6月15日，钟楼区五星街道都市桃源花苑社区党员志愿者逐户上门把纪念章送到老党员手中。老党员们收到社区党委首批颁
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激动不已，纷纷称赞这是一份庆祝建党百年的珍贵纪念。 史康 胡平图文报道

本报讯 女孩雨中栽进喷泉
池，因旧疾发作而不省人事。危急
时刻，好心人上前救助，孩子很快转
危为安。6月15日，溧阳市上兴镇
的徐先生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希
望能够找到救他女儿的好心人，当
面向他们说声谢谢。

6月15日，有人在本地论坛发
帖，称要寻找救人的好心人，当面
答谢。帖子里的视频显示，一名穿
黑T恤的年轻女子正在为一名女
孩做心肺复苏，当时下着雨，年轻
女子一边做着按压，一边查看女孩
的呼吸状况。

记者联系上发帖人徐先生。据
其介绍，6月12日下午6点多，16
岁的女儿骑着电瓶车到上兴镇政府
广场玩，不小心栽进了喷泉池，被好
心人救起后送往了医院。经积极救
治，女儿当晚出院，并无大碍。“当时
有个小伙子送我女儿去医院的，我
要到了他的手机号码。还有一些好
心人，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正在一个
个寻找。”徐先生说。

根据徐先生提供的线索，记者
找到了他口中的好心人张强。张
强今年29岁，从小练武的他在上
兴镇上开了一家武术馆。他回忆，

事发时，武馆原定要在广场上搞活
动，因为下雨，活动临时取消，广场
上也没有人。他没事在雨中闲逛，
突然听到五六米外的喷泉池传来

“扑通”一声，赶紧跑过去，发现一
名女孩脸朝下趴在水里一动不动，
电瓶车也倒在水中。他立即跳下
去，将女孩上半身扶起，因为女孩
比较重，加上身体僵直，一时难以
把她弄上岸，遂大声喊人来帮忙。
很快，一些好心人围拢了过来，七
手八脚帮着把女孩抬了上来，有人
报警并拨打了 120。女孩双眼紧
闭，陷入了昏迷。张强的妻妹邰茵
是常州卫校的学生，正好也在附
近，闻讯跑了过来，查看女孩情况
后，立即给她做心肺复苏。可女孩
嘴唇紧闭，毫无反应。担心她有其
他疾病，张强找了一辆车，将女孩
送往上兴镇卫生院。医生检查发
现，女孩是癫痫发作，经抢救，当晚
就醒了。

“女儿落水后不能动弹，要不
是好心人及时出手相救，那就麻
烦了。”徐先生激动地说，女儿小
时候得过癫痫，已经很多年不发
作了。

（芮伟芬）

女孩发病栽进喷泉池
热心路人齐心救起

本报讯 看到前面查酒驾，阮
某趁人不备，原地调头就跑，一路绕
行，跑出去将近10公里，以为终于

“躲过一劫”。没想到，一位民警骑
着摩托车一直跟在他后面，在他等
红灯时将他拦下。因涉嫌二次酒
驾，阮某将面临拘留、吊销驾照等严
重处罚。

6月12日晚11时30分许，钟
楼交警大队民警正在龙江路地道执
勤，因一辆车涉嫌酒驾倒车逃跑，民
警前去堵截。就在此时，阮某酒后
驾车行驶至此，见有机可趁，连忙原
地掉头，沿龙江路西侧辅道逆向行
驶，出了地道后左转驶入新龙路、新
庆路，随后在龙江路飞龙西路路口
上了高架，一路速度极快，直到从运
河路口下高架后才慢了下来。哪
知，在运河路、五星桥路口等红灯
时，一位民警骑着摩托车突然出现
在他车前。

原来，这位民警叫闵俊浩。在
飞龙路地道口，他见阮某的车子逆
向行驶，便知道有猫腻，遂盯住他，
连续跟了近10公里，直到阮某速度
放慢后才将其拦下。

民警对阮某进行了呼气酒精含
量测试，结果为 76 毫克/100 毫
升。查询阮某的名字，赫然发现其
在2013年6月因酒驾被处理过，此
次涉嫌二次酒驾。民警遂将他带到
医院抽血化验。

据阮某交代，事发当晚，他喝了
酒，因觉得已经快凌晨了，又下着
雨，应该不会有民警查酒驾，便决定
自己开车回家。到龙江路地道时，
他见情况异常，立即想到逃跑。刚
开始，心情紧张的他车子开得飞快，
七转八绕开出了近10公里后，觉得
已经“计谋得逞”，便安下心来，慢悠
悠地往家赶，没想到民警竟然一直
在后面跟着他。 （芮伟芬）

遇查酒驾调头就跑
民警一路紧跟将其抓获

（上接A1版）
基于公共安全体系的总体框架，力争

到2025年，我市初步建成对标先进发达
国家水平的公共安全体系；到2035年，建
成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
安全发展示范城市，为常州高质量发展走
在前列奠定更加坚实的安全基础。

全方位布局规划

我市公共安全体系形成了“以安全
生产为基础，对公共安全领域的理念、
责任、举措等进行全方位布局规划”常
州特色。

一是突出责任落实。将安全生产

“党政领导责任、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
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员工岗位责任”
进一步延伸到工作安全、生活安全、出行
安全等涉及人的生命安全的领域，着力
构建完善综合性、全方位、系统化的覆盖
全员的安全责任体系。

二是突出科技支撑。科技创新是解
决当前公共安全领域突出问题的重点措
施，我市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信息化建
设走在全省全国前列，未来几年将借力
这一优势，推动公共安全管理能力提升。

三是突出基层基础。我市创造性地
提出了在镇（街道）构建“五有”，即有班
子、有机制、有预案、有队伍、有物资的基

层公共安全管理模式，并要求做到机构、人
员、经费、装备“四落实”，队伍结构、素质、
能力、作风“四提升”，工作职责、任务、机
制、手段“四匹配”。

四是突出经验推广。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一年小灶”总结梳理了一批典型经验、
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性成果，我市依托这些
成果，明确提出要注重典型经验的推广和
制度成果的长效运行。

作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的常州
市，在当前和今后一个阶段，必须坚持统筹
发展和安全，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新征程、探索“全面小康之后路子怎么
走”中，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加快推
进公共安全体系建设，有效防范化解各类
风险挑战，为全省安全发展大局作出常州
贡献。 黄洁璐 王烨

我市加快推进市域公共安全体系建设

地铁2号线：青枫公园—五一路约需35分钟
（上接A1版）

站点设计更关注“便民”
地铁2号线的装修以“城像水脉”为

主题进行设计，凸显穿城而过的大运河，
彰显“运河文化”。

地铁2号线站点设计风格简洁，且
更注重功能。如客服中心的无障碍窗
口的窗沿处，被贴上了盲文版的“无障
碍窗口”标签。除文化宫站，2号线各
站点无障碍卫生间全部升级为第三卫
生间。

在15个站点的装修风格中，五一

路站是高架站，怀德站、红梅公园站为
特色站。

五一路站应用几何图形框架，既简
洁又充满工业科技感的氛围，体现了常
州工业的兴旺和工业构件的几何美。

红梅公园站提取红梅公园内特色建
筑符号为设计元素，形成具有中国江南
文化特色的建筑空间效果，并结合梅花
图案灯具，提升空间文化韵味。

怀德站采用新中式风格，呈现了江
南水乡的粉墙黛瓦，在站厅的柱面上还
可看到常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留青
竹刻。

换乘只要1分钟
昨天，记者通过实地体验感受到：2号线

和1号线换乘距离短、流线清晰，非常便捷。
搭乘“蓝精灵”抵达文化宫站后，进入

负二层的2号线站台可非常清晰看到“1
号线”的换乘标志。记者选择楼梯步行前
往1号线，经过两个半层的楼梯，只用了1
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可进入负三层的1号
线站台。

购票方面，地铁2号线启用了全新售票
机。常州地铁文化宫区域站站长施赛介
绍，2号线的售票机采用了“支付现金或扫
描购票”与“只支持扫描购票”两种机型相
结合的方式，提高市民的购票效率。

黄洁璐 沈琳 王锐图文报道

（上接A1版）在全市建成区范围内实施
城市公厕提标改造工程，现已累计新建
公厕39座，改造提升328座。今年，全
市将计划提标改造城市公厕103座，并
在各区试点建设1至2座“便捷驿站”。

“便捷驿站”是城市公厕的升级版本，是
在满足人们如厕需求的同时，为市民群
众提供免费上网、阅览、充电等临时休息
和应急服务的小型便民综合体。

精品街道成为便民特色路
延陵东路（大明路至工农桥路段）焕

然一新，道路改造的设计凸显沿线百年
老厂文化内涵，与大运河文化带相融合。

记者看到，整条街以民国风为基调，采
用青砖仿石贴面及民国风的线条及店招，
并结合常州天虹纺织有限公司的老厂房特
色，增添了橙色鞋带的元素符号和具有代
表性的大名纺织logo。沿线的围墙，补植

了垂直绿化，增加了火车头等彩绘，与戚机
厂遥相呼应，体现了经开区的特色与文化，
增添了历史厚重感。附近居民朱德胜说：

“住在这里已几十年了，这条路一直没变
过，这次终于焕发了生机。”

市城管局对各辖市、区进行现场督查
指导，并围绕“抓合力”“高标准”“重宣传”

“强整治”原则，对创建道路进行精雕细
琢。截至目前，各辖市、区首批创建了14
条精品街道，延陵东路是其中一条。今
年，全市各辖市、区还将创建2条精品街
道，各街道、镇创建1条精品街道，重点通
过提升街巷风貌、强化精细保洁、突出文
化底蕴等造就城市之美，还路于民、还绿
于民、还景于民，促进全市市容环境品质
整体性提升。

百姓家门口的“55”小游园
关河路 上 的“ 水韵绿城 ”小游

园，原来是一片封闭的绿化带，如今成
了周边居民亲水的公共开放空间。沿
河修建的一条绿色休闲廊道，将人行
空间、林下空间和滨水空间有机连接
起来，成为居民家门口散步休闲的好
去处。

据了解，市城管局按照市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的“建设生态绿城，增核2000亩、
扩绿1000亩、连网20公里，争创国家生
态园林城市。大力建设‘口袋公园’，让更
多市民出门见园、开窗见绿”的决策部署，
在去年完成39个小游园（口袋公园）建设
的基础上，按照“55”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
盖率的标准，即老百姓出家门500米即可
到达一个500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今年
扎实推进52个小游园（口袋公园）建设改
造，为百姓打造城市公园绿地“十分钟服
务圈”。

苏龙岩 蔡晓丹 秋冰

“‘五龙池’片区的污水管道已经
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了。”昨天，
常州市新北区五龙池片区污水管网
施工单位传来一则好消息。我放下
电话，和公益诉讼办案组的同事们击
掌相庆。“五龙池”污染的问题终于得
到了圆满的解决。故事还得从一年
前说起。

2020年1月11日，一篇名为《墨
汁一样的水，水里全是死鱼，太臭了，
五龙池臭不可闻！》的网帖引起了我和
同事的注意。经过公益调查，我们发
现，五龙池的池水正如帖子所写，又黑
又臭。根据相关法律，对生态环境领
域的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人民
检察院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

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
看完现场后，我和同事立即走访镇

办事处。负责人当场表示，会立即召开
办公会推进此事，同时邀请新北区检察
院参加。

哪知，办公会现场的情况远比想象
中复杂。有部门反映，无法分清污水的
性质是工业污水还是生活污水，职能单
位不明确；施工单位抱怨，哪怕抽干污
水，只要周围还有人偷排，就无法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还有人提出，如果强制封
堵，是否会激化矛盾、引发当地群体性事
件？整整一下午，“五龙池”污染问题没
有得到实质性推进，反而引出一系列新
的问题。

暴露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我们
和相关部门组建了“五龙池治污小组”，
进一步协商解决方案。同时，我院也向
有关部门送达了检察建议，督促依法履
行职责。

经过反复沟通和协商，办公会上

的难题逐一得到解决：镇环保部门委
托专业机构对水质进行检测，证实污
水的主要成分是生活污水；施工单位
对周边全面排查，初步排查出 3家私
接偷排的经营户，相关部门及时跟进
约谈，为下一步抽水治污排除了障
碍。就在此时，疫情突如其来，“五龙
池”治污被迫中断。

直到2020年3月10日，在我们的
持续关注下，施工单位克服疫情影响，在
复工首日就组织对“五龙池”进行抽水冲
洗。整个过程都被网友记录下来并上传
至某手机新闻客户端，从配乐到画面都
充满了喜悦，表达了群众对当地政府工
作的充分认可。

“五龙池”的水抽干后，污水持续渗
漏，通过开挖池边管道，终于查明，原来
是污水管网施工时，无意间顶破了原有
管道，导致生活污水渗漏。漏点堵上后，
隐患彻底解决。

事情到此，似乎可以结束了。可我

们又有了新的发现：早在2019年，“五龙
池”附近的区级污水管网市政工程项目
就已完工，却因各种原因，迟迟未能交付
使用。为此，我们向相关部门发出了第
二份检察建议。

经过相关部门的努力，“五龙池”
片区的污水管网改进了验收模式，加
快了检测与维修进度，并于近日通过
了整体验收。今后，当地居民的生活
污水将直通处理厂，告别就近排放的
历史。“五龙池”也将恢复原来的干净
和美丽。

“五龙池”污染案件看上去并不起
眼，却问题叠加、情况复杂。我初步统
计了一下，从立案到结案，至少联系了
11个部门、打了 38个电话、发了 149
条微信，前后历时一年多。但一想到
当地群众的喜悦，我由衷地感到“人间
值得”！

讲述人：芮东生
整理：张敏 徐丹

“五龙池”恢复了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