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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招生，双休日正常报名

京江晚报讯 平安是什么？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在镇
江公安看来，让每位群众的心踏
踏实实，不用担心“骗抢盗”，远
离“黄赌毒”，是增强群众安全感
幸福感的基础。3 月 5 日下午，
镇江市公安局新闻中心在市华
都幼稚园国际部开展安防宣讲
挂牌及“安防开讲啦”之“幼儿防
拐”宣传活动，以此拉开了市公
安局新闻中心“五个一百”安防
宣讲活动帷幕。

“是不是所有的陌生人，都
是坏人呢？觉得是的，站到 A，
觉得不是的，请站到 B。”“幼儿
防拐”宣讲现场，来自市公安局
指挥中心的女警夏芸正在和幼
稚 园 100 多 名 小 朋 友 做 着 游
戏。作为“安防宣讲团”的成员
之一，她已经深切感受到宣讲团
的成立给安防宣讲带来的改变，

“以前更多是坐着上课，下面的
人有没有听懂、听懂了多少很容
易忽视。”

“打击犯罪是公安天职，而
宣传防范知识，提高群众自防能
力，同样是公安天职。”镇江市公
安局副局长顾传先强调，随着社
会发展，不断创新宣传手段，不
断增强宣传效果，是时代和人民
对镇江警方提出的要求，也是镇
江警方始终追求的目标。

市公安局新闻中心主任何
志斌介绍，面对面的宣传和互
动，有着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效
果，不同社会群体，宣传需要不
同，社会需求催生专业宣讲团
队。为更加有效地开展安全防
范宣传和教育，提升社会各界自
我保护、知法守法懂法意识和能
力,2018年 11月，市公安局新闻
中心牵头，联合治安、交警等 11
个主要警种，遴选 36 名业务骨
干，组织成立了镇江市公安局

“安防宣讲团”。“宣讲团几乎涵
盖了包括反电诈、防范金融领域
犯罪、禁毒、反恐、网络安全、治
安防范、交通安全等 16 大类 28

个子项的法律知识和安全防范
知识、技能。”何志斌介绍，经过
近3个月的宣讲素材整理、宣讲
培训以及试点宣讲，自2019年3
月起，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五
个一百”安防宣讲活动，即安防
宣讲走进“一百所幼儿园”“一百

所中小学”“一百个企业”“一百
个社区”“一百个村庄”。

据了解，镇江各辖市公安机
关也在启动此项宣讲活动。安
防开讲啦，一场全民安防风暴，
正在酝酿发展，即将席卷全城。

（戈太亮 张兆勇）

镇江公安创新举措将安全感植根孩子心田

爱心无处不在 温暖你我

京江晚报讯 3月4日，由丹阳
如意慈善公益服务团发起的爱心义
卖活动在该市新桥梦想城一楼中庭
举行，该活动得到了梦想城亲子游
乐园的大力支持，如意慈善爱心组
织的负责人表示，本次孩子们义卖
出去的物品共计15422.7元，此次义
卖所得将全部捐献给该市的困难家
庭的孩子，尤其是失学、患病的儿
童。

当天下午，在丹阳新桥梦想城
的一楼中庭，记者看到，50 多组家
庭已提前将准备的义卖物品整齐地
排列在桌面上。活动中，孩子们的
叫卖声不绝于耳。

这些琳琅满目的义卖品中，大
多是孩子们平时闲置的玩具、书籍
等，为了让自己的小铺子看起来更
有吸引力，很多家长还陪同孩子一
起亲手制作一些可爱的手工品。丰
富的爱心表达方式，吸引了众多市
民前来参与。梦想城亲子游乐园商
家东来顺主任李世龙表示，当天所
有义卖的款项全部捐给困难家庭。

（陈姗姗 佘记其）

万余元义卖款
捐给困难家庭

京江晚报讯 昨天，在市雯
心草公益服务中心及大市口街
道华润社区的精心组织下，一
群特殊的病残孩子与中华路小
学的同学们一同走进镇江的非
遗文化——中国醋文化博物
馆。公益志愿者通过有针对性
的游戏活动，从心理上关爱病
残儿童，助他们走出“阴霾”，健
康成长。

市雯心草公益服务中心负

责人徐颖告诉记者，20多名病
残孩子有的是患有自闭症，有
的是聋哑孩子，还有的是重度
残疾，生活半自理或完全不能
自理，且这些病残孩子绝大部
分已经到了青春期，这个阶段
对于病残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
关键的时期。在青春期时，他
们的情绪、行为等方面表现得
十分突出，容易与家人造成冲
突，而通过健康的社交活动，可

以使得自闭症或残疾孩子在精
力、情感方面得到分散，增强交
流能力。

参观结束后，志愿者们还
组织孩子们进行了心理游戏活
动“风雨同行”，孩子们以小组
为单位，通过角色扮演，使病残
孩子学会如何与他人交流，共
同提升协作能力。游戏活动现
场气氛十分热烈。

（沈湘伟）

为病残孩子撑起一片蓝天

京江晚报讯 3月5日前后，
各地都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
记者跟随金山公益志愿者团队
采访，短短两天，深刻地感受到
了这个全国闻名的志愿服务组
织大爱无处不在，贴心的志愿服
务让失独老人倍感来自社会的
温暖。

3 月 3 日上午，金山公益团
队组织了 120 余人参加了 2019

“大爱镇江”主题活动暨学雷锋
志愿服务集中行动启动仪式，身
有残疾的失独老人信腊梅也随
许多失独老人来到活动现场，也

许是起早受到了风寒，信大姐突
感胃部不适，疼痛难忍。金山公
益优秀志愿者“小贡”闻讯后迅
速来到老人的身边，在问明情况
后，立刻蹲下身子为她做穴位推
拿，很快缓解了她的疼痛。

还是在当天的活动现场，在
整齐列队的百名武警战士身后，
一位年过六旬的大妈一直在抹
着眼泪哭泣，正当周围的市民感
到不惑时，金山公益志愿者团队
负责人“老万”走了过来，轻轻地
拥抱住这位失声痛哭的大妈，无
声的安抚让老人情绪稳定了下

来。
记者事后了解到，现场痛哭

的大妈名叫朱钟英，是一位失独
老人，12 年前她的儿子在兰州
军区当兵，在一场意外事故中不
幸牺牲，牺牲时年仅 22 岁。当
天看到了与儿子年龄相仿的战
士不禁勾起了她思儿的回忆。

3月 4日上午 7点，金山公
益志愿者“云云”和“人在旅
途”已经来到了江大附院，他
们忙着陪伴一位特殊的失独老
人入院治疗检查。今年 68岁的
丁红娟，儿子和老伴均因患上

了白血病，历经多年的痛苦治
疗先后去世，为了治病欠下了
巨额债务，丁红娟只能卖掉了
唯一居住的房屋还清了债务，
带着儿子和老伴的骨灰回到了
老家宜兴，借住在侄女家中。
近几天老人经常出现眩晕，3
日下午回到镇江，住进江大附
院心内科治疗。金山公益志愿
者们闻讯后纷纷来到医院，志
愿者们用贴心陪伴让失独老人
丁红娟住院治疗不孤独。

（万翔 张驰川）

金山公益志愿者温暖失独老人

京江晚报讯 昨天，长江
拥军服务社邀请雷锋战友孔繁
顺老人，为扬中市武警中队的
全体官兵作题为“学习雷锋精
神”的报告。

据了解，孔繁顺 1955 年
入伍，雷锋 1960 年入伍的时
候，他已经是团部的一名排级
干部。在多次接触中，他对雷
锋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勤
俭节约、助人为乐的崇高品质

有着深刻的认识。在雷锋牺牲
后，他保管雷锋遗物十多年。

孔繁顺老人希望战士们加
强学习，苦练杀敌本领，提升

自身素质，做一名政治立场坚
定，爱国、爱党、爱人民的好
战士。

（范永贵 张康伟）

孔繁顺走进扬中武警中队宣讲

京江晚报讯 昨天又下雨
了，天气何时能转好？就在今天
哦。不仅如此，好天气不会像前
日转瞬即逝，而是会持续两天。

市气象专家预计，昨天过
后，我市将迎来一小波好天气，
阳光也会时不时出现，雨水基本
上要到周末才会见到。

今天迎来惊蛰节气，是二十
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这时，
气温回升较快，长江流域大部地
区已渐有春雷。我国南方大部
分地区，常年雨水、惊蛰亦可闻
春雷初鸣；而华北西北部除了个
别年份以外，一般要到清明才有
雷声，为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雷
暴开始最晚的地区。

另外，本周最高气温呈回升
趋势，均可达 10℃以上，预计最
高可达 18℃，最低气温维持在
4℃到 7℃。具体天气预报：6日
全市阴转多云，最低气温 7℃到
8℃，最高气温 15℃到 16℃；7日
全市多云，最低气温 4℃到 5℃，
最高气温 11℃到 12℃；8日全市
多云，最低气温 3℃到 4℃，最高
气温11℃到12℃。 （王小月）

一小波好天气来临

今日惊蛰，
万物复苏

京江晚报讯 昨天，在谏壁
街道的公园路和雩山路交叉口，

“马兰花志愿服务驿站”来了一
拨又一拨志愿者，他们为行人和
求助人员提供志愿服务、奉献爱
心。

60 多岁的陈一萍是驿站的
文明引导员，自去年秋季这个驿
站建立之后，她就加入了“马兰花
志愿服务团队”。打扫卫生、看护
车辆、赠送茶水……为群众提供
多种便民服务。谏壁街道相关负
责人介绍，当天学雷锋志愿活动
的主题是“大手拉小手”，由志愿
者与小学生结对进行卫生清扫，
分发科普宣传单，提供妇女维权、
人社、综治、司法等多项咨询服
务。2017年，谏壁街道一群热心
公益的青年以“马兰花”之名成立
志愿服务团队，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

另据了解，月湖社区联合益
家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及谏壁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律师所
等，在昨天举办了“学雷锋精神、
建和谐月湖”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为居民群众提供义诊、健康咨询、
法律咨询等公益服务。

（干光磊 原蓼蓼）

谏壁街道志愿者
系列活动学雷锋

马镇丹 沈中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