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5月4日 星期三 编辑 陈融 版式 陈融 校对 华伟城事A04

●镇江市家电

维 修 专 家 ，电

视、洗衣机、空

调等制冷设备，

含 厂 企 设 备

18905282938

●天赐老中青

婚 介 成 立 26
年：女95年1米

65 公 务 员 ；女

90 年硕士留学

生；男93年1米

75 国 企 中 层

13337758393

婚姻中介婚姻中介
家电维修家电维修

为更好的为您服务

分类块状信息分类块状信息
（（小投入大回报小投入大回报））
电话：0511-85010256

张叶宏是丹阳市公安局延陵
派出所所长。转业从警17年来，他
扎根茅山老区，心系群众扶贫济
困，先后拿出10万余元帮助数十
位困难百姓，被乡亲们称为“爱心
警察”。针对老区留守儿童多的实
际，他于2012年倡导创办“蒲公英
之家”，倾力宣介推广，逐步扩展
至丹阳12个乡镇派出所，累计结
对帮扶600余名留守、困境儿童。

2004年10月，连职干部张叶
宏转业回到丹阳，到老区延陵派
出所当了名“片儿警”。“为民服务
的心永远不变！”这是一名军转干
部对军旅生涯的庄严承诺。为了
这份承诺和坚守，张叶宏扎根延
陵，一干就是 17 年，先后担任社
区警务队队长、副所长、副教导
员、教导员、所长。

社区民警平常接触的大多是
家长里短，张叶宏从不嫌烦，乐呵
呵地受理调解、帮助解决。他常
说，老百姓经常把“有困难，找警
察”这句话挂在嘴边，往小里说是
对警察个人的信任；往大里说，是
对公安机关乃至党委政府的信
任。“作为警察……百姓满意就是
最高荣誉，群众点赞就是最高褒
奖。”张叶宏经常这样勉励自己。
多年来，辖区有多少烈军属、孤寡
老人、困难家庭，张叶宏如数家
珍。当警察以来，他帮助过的村
民有数十位。

2018年6月，高考成绩揭晓，
延陵镇行宫村贡辰宽取得理科
351 分，被南通大学录取。收到

录取通知书，小贡第一个想到的
是给“警察张叔”报喜。

贡辰宽7岁那年，父母远赴山
东打工。小贡跟着爷爷、奶奶生
活。亲情缺失让小贡逐渐形成不
良性格，成绩下滑得厉害。2011
年夏天，张叶宏在日常走访中得
知情况后，便主动当起小贡的“业
余家长”。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
去学校或家中看望，或是在放学
后把他接到派出所，辅导作业、谈
心交流。遇上小贡生日，张叶宏还
和妻子一起为他送上生日蛋糕。

小贡慢慢变得爱说爱笑了，
学习成绩也直线上升。看着小贡
的喜人变化，张叶宏喜忧参半：喜的
是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忧的是
像小贡这样的留守孩子在延陵可
能还有很多。张叶宏陷入沉思。

2012年元月，丹阳市公安局
妇委会讨论“大手拉小手，警心暖
童心”志愿服务，邀请张叶宏参
加。在张叶宏的热情建议下，妇
委会决定把志愿活动放在延陵
镇。

当年5月31日，以“关爱农村
留守儿童”为主题的“蒲公英之
家”在延陵镇行宫村老年活动中
心的两间平房内正式成立。行宫
小学 30 名留守儿童成了丹阳市
公安局妇委会和延陵派出所 30
多名民警结对帮扶的首批关爱对
象。此后几年间，丹阳公安机关
和延陵派出所陆续有 80 多名民
警与 100多名延陵镇留守儿童结
成帮扶对子，捐赠的书包、图书、

文具等物品价值达到 30 余万
元。2017 年 8 月，在张叶宏的推
动下，“蒲公英之家”升级为“蒲公
英”关爱留守儿童志愿者协会，搬
至延陵镇社区教育中心。

2018年，丹阳成为全国首批
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 50
个城市之一，“蒲公英志愿者协
会”也迎来新发展。2019 年，协
会依托镇江市未成年社会实践基
地开办了“蒲公英少年警校”，爱
心帮扶逐步走向丹阳所有乡镇，
累计结对帮扶 600 余名留守、困
境儿童，先后为近 2 万名学生开
展了针对性法制教育。据统计，
丹阳市青少年在违法犯罪人员中
的占比率已从原来的 6.8%下降
至2.7%。

转业从警 17年，张叶宏一步
一个脚印，始终扎根延陵这片红
色土地，先后被评为“全国公安机
关爱民模范”“全国公安系统二级
英雄模范”“首届全国文明家庭”

“全国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等荣
誉。小小的“蒲公英之家”，为留
守儿童和爱心志愿者架起了爱的
桥梁，成为丹阳新时代文明实践
的一张名片。 （金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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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难纾困的“贴心
民警”，留守孩子的“代
理家长”，守望一方的

“平安使者”。服务社
区邻里，亲民爱民鱼水
情深；驻守警务一线，
用心用情满腔热忱。
永不褪色的橄榄绿，百
姓生活的知心人。

致 敬 词
““大爱镇江大爱镇江””年度人物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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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先别激动，先把具体情
况跟我说一下。”“现在政策调
整，请多多配合。”……日前，记
者在镇江站南广场防疫查验点
看到，市公路中心志愿者汤远尧
正忙个不停。

汤远尧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老汤”，作为总联络人、公路防
疫的“大管家”，汤远尧每天接打
电话超过两百个，忙成了高效运
转的“CPU”，只要有情况，大家
第一时间就想到他。

抗疫工作有多忙？老汤从
早到晚电话不敢离手。传达上
级指令、协调分工部署、安排物
资保障……只要去查验点，他一
定随身携带充电宝。“打电话太
多了，手机耗电快，有了充电宝，
给我吃了颗定心丸。”

每班都要和一线执勤人员
交代政策，确保每一位值班员都
能熟练掌握，对不理解、闹情绪
的旅客，要宣传政策、耐心劝导。
几天下来，他的嗓子喊到沙哑，

“去年抗疫没吃完的药，今年还
能派上用场。”老汤笑呵呵地说。

晚上从查验点回家，还是不
能“下班”。“现场有情况需要调

度，电话 24 小时不能关机。”汤
远尧说，自己已经被家人“嫌
弃”，自己单独睡一个卧室，因为

“天天到查验点，回家时间不固
定，手机响个不停”。

汤远尧是一名“老公路”，也
是一名老党员。多年的工作经
历让他形成一个信念：“我是一
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出
现。”

2020年春节，疫情来袭，老
汤赶赴沪蓉高速镇江出口展开
防疫查验任务，第一时间组织应
急值勤人员上岗培训。那段时
间，他每天至少走 2 万多步。
2021年7月，市公路事业发展中
心负责沪蓉高速镇江出口查验
工作，老汤再当“螺丝钉”。暴雨
来袭，汤远尧来不及穿好雨衣，
雨中坚持 20 分钟；面对车辆积
压，他当即调度志愿者，将查验
信息关口前移，分段负责……

参与交通防疫工作三年，在
汤远尧心中，抗疫一线是最严峻
的战场，而党员干部是最坚强的
战士。他通过身体力行，践行了
一位“老公路”的职责与担当。

（蒋慧 渠亚楠 沈湘伟）

京江晚报讯 为庆祝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
5月 3日，镇江高等专科学校财
经商贸学院联合正则印社开展

“红心永向党 书印颂青春”主题
活动，用篆刻“青春印”、自制励
志书签等方式歌颂青春、表达永
远跟党走的决心。

活动现场，指导老师首先为
参与活动的 50名师生介绍了篆
刻的基本知识，进行细致耐心的

示范。从磨章料、写印稿、印稿
上石到操刀治印，青年师生们认
真刻出“百舸争流”“红心向党”

“风华正茂”等内容。一枚枚印
章虽然稍显稚嫩，却充满蓬勃的
青春气息。在印社成员的指导
下，大家还认真临摹字帖，并通
过集字的方式，创作了以励志为
主题的 80 多张专属小书签，赠
送给优秀团员。

（张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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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蒲公英”，在老区架起爱的桥梁
——记“大爱镇江”年度人物张叶宏

“五四”青年
节前夕，镇外七
年级师生在操场
上举行“唱响青
春，快乐成长”大
合唱比赛，抒发
同学们对生活的
热爱，对友情的
渴望，对未来的
憧憬，对社会的
担当。
马浩瑀 施建红
王呈 摄影报道

把好“铁大门”真的不轻松

查验点上，“老汤”始终坚守

京江晚报讯 日前，丹徒区
金润大道发生火灾，疑似车、垃
圾、轮胎燃烧，消防人员将火扑
灭，所幸无人员伤亡。

市民潘先生说，当时他在丹
徒区人民广场。14 时 45 分左
右，他看到魏玛假日花园小区附
近冒出滚滚浓烟。他骑车行进
到金谷路时，发现是金润大道上
的一处建筑起火。附近目击者
告诉他，听说是一辆车起火，烧

到了旁边的建筑，建筑里疑似有
垃圾和轮胎。

市消防部门随后公布相关
信息：“2022年4月29日14时43
分，市 119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镇江市丹徒区金润大道一建筑
发生火灾，指挥中心立即调派相
关消防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扑
救。目前火灾已被成功扑灭，火
灾未造成人员伤亡。”

（张驰川）

镇江高专举办主题活动
庆祝共青团成立100周年

金润大道一处建筑起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