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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基层献青春 默默耕耘铸警魂
——记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办案队长贡留虎
本报记者 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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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瘦瘦，声音低沉温和，略

黑的皮肤，坚毅的面庞，贡留虎给
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质朴、靠谱。

出生于 1986 年的贡留虎是
我市延陵镇人，2010年毕业于江
苏警官学院，现为丹阳市公安局
开发区派出所办案队长。上岗 8
年，他秉持着自己的从警初心，扎
根基层，一点一滴积累、运用专业
知识，最终成为打击罪犯的能手，
连续 5 次获得市公安局嘉奖，连
续3年获得“丹阳市优秀公务员”
称号，2015 年被评为市公安局

“青春警星”。

刻苦钻研
只为练就
破案的“火眼金睛”

“现在破案效率比之前快多
了，可起初的时候也是处处碰
壁”。回忆起 2010年 7月 10日的
深夜，贡留虎所在的开发区派出
所接到报警电话，而这也是贡留
虎从警后参与办理的第一个案
件。电话那头，一位女性焦急地
告诉民警，自己在回家途中被 5
名男子抢走了钱包。放下电话
后，贡留虎立即向当时指导他的
民警前辈告知情况，并与同事来
到案发地点，通过调取、查看案发
地点的监控录像，锁定了两名可

疑男子。
根据监控视频显示的两名男

子的身高、体型等细节，贡留虎所
在的办案团队随即在案发地点周
围布控，看到可疑人员实施监
视。十多天过去了，两名嫌疑人
还未出现，这让初出茅庐、破案
心切的贡留虎焦急万分。“这样
下去不行，耗时耗力，还得从监
控中获取更多的信息，进行录像
监控”，于是，贡留虎将两名嫌
疑人的视频存入手机中，吃饭、
休息之余循环观看、反复比对，
细心分析嫌疑人的作案特点、时
间等。

功夫不负有心人。又过了三
天，两个可疑目标出现，贡留虎
认真分析两人的身高及体型，并
观察两人的行迹，最终与同事将
两名嫌疑人控制。经过一番审
讯，两名嫌疑人承认了夜间抢夺
的经过。“犯人见得多了，现在
通过监控摄像就能初步判断出
来。”说话间，贡留虎拿出手
机，翻阅了以前他收录的各类犯
罪视频。

经过前后近一个月的录口
供、整理案情、报捕等环节，贡留
虎近乎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一
个案子。而在处理案件的背后，
他也真切地感受到理论与实践之
间存在的区别，“警校教授的更多
是理论，可在实际工作中，案件千
差万别，需要学习的地方也很多，
必须以理论联系实际，不断钻研，
才能提高破案效率。”

跨地追踪
破获我市
第一起网络诈骗案

2014 年 8 月的一天下午，正
在值班的贡留虎接到市民来电，
称自己被骗 22 万。原以为与寻
常的诈骗案相似，到了报案人家
中，向报案人了解情况后贡留虎
才知，这一次的“对手”竟是虚拟
的网络。“当时网络支付、网络理
财等体验刚刚兴起，警方处理这
类案件的经验少之又少。”苦于网
络空间的虚拟性与网络环境的复
杂性，贡留虎与同事们难以确定
此案中犯罪分子信息的真实性，
案件办理一度陷入僵局。

好在，报案人与犯罪分子每
次都是通过同一张银行卡进行交
易。于是，贡留虎与同事们紧紧
抓住银行卡账号这一线索，确定
了犯罪分子的取款地点在宿迁市
泗洪县。为尽快破获案件，为报
案人追回款项，贡留虎立即与同
事前往泗洪，调取犯罪分子取款
银行的监控，反复查看。随后又
根据监控内的车辆信息确定了其
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并根据监控，
沿着嫌疑人的行驶路线，最终锁
定地点，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将
总共 5 人的犯罪团伙抓获归案，
为报案人追回部分款项，而这也
是我市破获的第一起网络诈骗案
件。“中途有几次因为录像模糊跟
丢，我们只能一条条路线来回尝

试，前后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
将案子破获，但当看到报案人拿
回款项时露出的笑脸，一切辛苦
都是值得的”。

从无到有、从有到精，8 年
来，通过运用视频侦查寻踪补影，
依靠视频锁定预警，创新了“海量
比对、发现特点，实地勘察、选准
重点”的破案法则，贡留虎为打击
犯罪注入科技活力，为维护辖区
治安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全力投入
为保初心舍小家为大家

“作为人民警察，就要心中有
戒，要能抵得住诱惑和侵蚀”，贡
留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在一次次打击入室盗窃专项
活动中，入室盗窃嫌疑人为逃避
打击，有的将赃物藏匿在楼道废
弃的花盆中，有的藏匿在设备间
的管线中，有的藏匿在楼道的窗
台外，有的藏匿在堆放的垃圾中，
贡留虎与同事多次带领保安，打
着手电一层一层查找，一点一点
推进，前前后后、来来回回，反反
复复，往返二十多层楼，面对搜查
到的赃款、贵重的手表、首饰，他
们严格依法上交。

“一起案件，对我们而言可能
只是工作的百分之一，对于受损
群众却是百分之百，自己唯有坚
持、没有退路。”8年光阴，2000多
个日日夜夜，贡留虎默默坚守在
街头巷尾，悄悄隐身在车流人海，

不管是风雨之夜，也不管是炎炎
夏日，在一晚又一晚的执着蹲守
中，一遍又一遍的视频回放中，甚
至是一次又一次与犯罪嫌疑人的
狭路相逢中，他时刻提醒自己要
保持清醒的头脑，牢记自己的初
心和使命，要对得起头顶的警徽
和百姓的信赖！

当然，骄人的战果面前，贡留
虎也有自己的一份遗憾，那就是
八年来对家人的照顾与陪伴实在
少之又少。2015年的夏天，已经
请好假、买好车票的贡留虎终于
要实现对儿子的承诺，陪伴家人
外出旅行，可就在出发前夕，又接
到了所里打来的电话。坚持工作
为先的贡留虎只能对家人说声

“抱歉”，转身回到工作岗位。
无独有偶，今年6月，贡留虎

的母亲因病赴镇江开刀，一个月
的住院期，贡留虎却只能因办案
途经镇江，前去看望了一次，“一
天接警至少30个，而且多集中在
下午与夜间，实在是抽不开身。”
2014年担任派出所办案队长后，
贡留虎比之前更忙了，“人随警
动”的工作节奏也让他无暇顾及
家中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孩子。
好在，家人对这些一直表示支持，
这也成了贡留虎抗住压力与困难
的最大动力，帮助他坚守基层，与
同事们一起在平凡却不简单的一
线岗位上努力践行“立警为公，执
法为民”的铮铮誓言，以一身正
气、满腔赤城维护着辖区的治安
与稳定，无怨亦无悔！

本报讯（记者 蒋玉 通讯
员 开轩）从路边摆摊到如今形
成设计、生产、销售一条龙的产
业链及衔接完备的整体产业体
系，丹阳目前是全国最重要的眼
镜生产基地，其中，中国（丹阳）
国际眼镜城是丹阳眼镜的一张
重要名片。日前，腾讯新闻为眼
镜城的崛起做了一个整版，点赞
眼镜产业如何在改革开放 40周
年的浪潮中实现了转型升级。

报道指出，1986 年，丹阳政

府决定由当地车站、双庙两个
村，在丹阳火车站附近建起了全
国最早的专门用于眼镜交易的

“华阳眼镜市场”和“云阳眼镜市
场”，组成了最初的丹阳眼镜
城。到上世纪末，历经四期改造
后，两个市场开始连成一片，占
地 32000 平方米，共有 300 多间
门面房、300 多个摊位和 600 多
家经营户，经营镜架、镜片、成品
眼镜、眼镜专用工具、零配件等
近千个品种，成为当时全国最大

的眼镜交易批发市场。如今，随
着改革开放的浪潮迭起，眼镜也
跟随着历史潮流进行了更迭换
代，目前，中国（丹阳）国际眼镜
城正在以“眼镜王国”的形象出
现在全世界面前，新时代下的开
发区也将站在改革开放 40周年
的门槛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以归零心态推动改革开放再出
发，而这正是丹阳眼镜城未来转
型升级，跨越技术和品牌的门槛
的重要保障。

腾讯为眼镜城崛起“点赞”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王洁）近日，嘉荟新城社区一
楼活动室里传出阵阵悠扬的二
胡声，一群孩子正在社区义务辅
导员魏忠武的指导下认真投入
地拉着二胡。

据悉，嘉荟社区开展民乐二
胡的学习活动，旨在让孩子们接
受传统民乐的熏陶。同时通过
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暑期校外
辅导活动，让孩子们真正接触到
民乐，更好地传递社区情。

作为一名退休教师，魏忠武
凭着自己对二胡的喜爱自学完
成了二胡的学习，并且义务在社
区校外辅导点担任起孩子们的
音乐与书法教学。“社区妇联非
常注重孩子兴趣的培养，所以在
暑假开展了‘快乐暑假 音乐私
塾’的活动，我也很高兴有这样
的机会和孩子们一起度过闲暇
时光。”魏忠武说。

教学过程中，孩子们的学习

劲头十足，跟随着老师一起探讨
着二胡的前世今生及演奏技
法。站在一旁观看的家长则表
示：“孩子平时学习的时间紧
张，只有假期才会考虑给孩子

报些培训班，而外面的报班学
习的话会增加经济压力，社区
能在暑期组织这样的学习活
动，对于我们和孩子来说都是
一件好事。”

嘉荟社区为孩子打造音乐“私塾” 近日，今年第18号台风“温比亚”影响我市，造成路边部分广告
牌倾斜、脱落，给城市道路安全带来了隐患。

为保证市民出行安全，路灯广告所积极行动，直面狂风暴雨，对
路边脱落广告牌进行拖离，并对有安全隐患的广告牌按照实际情况
进行拆除或固定。共计清理脱落道旗9个，被风刮倒的广告牌2个以
及横幅3个。 （记者 丽娜 通讯员 李溶 摄）

路灯所查除隐患抗台风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张韦）受台风影响，近日，我
市经历台风和强降雨天气，联
观村积极做好防台抗台工作，
确保住在低洼地区和危房中的
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排查过程中，工作人员认

真检查各村道路，发现残枝断
叶及时清理保持道路通畅。同
时也提醒、指导各企业做好工
棚、在建工程、户外广告牌的
加固，做好临时用房的加固，
整理、堆放好建筑器材和工
具。

联观抵御强风暴雨

义务辅导员魏忠武指导孩子拉二胡 记者 丽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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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查私房出租户和流动人口
为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日前，永安社区配

合开发区派出所开展清查私房出租户（群租房）、流动人
口活动，采集外来人口信息。对于检查中发现的出租屋
主未申报备案登记和流动人口未办理《暂住证》的，立即
责令其到派出所限期申报和办理。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王燏 摄）

志愿者教未成年人学手工
为加强高楼社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

人健康成长，日前，高楼社区在社区活动室组织未成年人开
展手工折纸活动。

活动中，社区志愿者指导孩子们把一张张废纸进行再
次利用，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折成了帆船、小扇子、小飞
机等玩具。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王晶 摄）

贺巷儿童“以书会友”
为丰富儿童假期生活，营造书香社区的文化氛围，

近日，贺巷社区组织辖区儿童开展了“体会感悟 以书
会友”读书会。

会上，儿童们或抒发自己的读书心得，或向大家推荐
书籍，激发了彼此间的读书兴趣。会后，社区还向外来务
工子弟捐赠了书籍。（记者 丽娜 通讯员 吴秋霞 摄）

毛家开展家风家训主题教育
近日，毛家社区邀请后王村党员夫妇王良弼、王农

英，向社区孩子们分享他们的家风家训故事及体会。此
外，孩子们还用自己稚嫩的语言讲述了自己理解的家风
家训以及历史名家家风家训小故事。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眭建芳 摄）

晓墟开展“小小银行家”活动
近日，本报联合晓墟社区及该社区内的张家港农

商行共同举办了“小小银行家”活动，旨在通过兴趣课
堂让孩子了解金钱、懂得理财，培养孩子正确的财商观
念。

（记者 丽娜 通讯员 史晓丽 摄）

车站开展诚信社区宣传
近日，为积极响应诚信社区创建工作，车站社区组

织志愿者前往华阳菜市场，积极宣传诚信故事和小知
识，并通过评比文明诚信经营户、走访摊位的方式，弘
扬“讲诚实话、办诚信事、做诚信人”的传统美德。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殷琴 摄）

镇南宣传电动车行驶安全知识
为提高村民的交通安全意识，镇南村开展以“生命至

上，安全行驶”为主题的电动车行驶安全宣传活动，发放
了市交警大队河阳中队送来的反光膜，嘱咐村民将其贴
在电动车的尾部，提高出行安全。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邵旭红 摄）

华甸志愿者清扫楼道
日前，华甸社区组织志愿者对无物管小区的楼道进

行彻底清扫。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志愿者一起
齐心协力，对楼道内杂物、垃圾进行清理，不仅改善了小
区卫生环境，也调动了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积极性。

（记者 蒋玉 通讯员 蒋晓明 摄）

中医爱心义诊进社区
为进一步宣传健康生活知识，向辖区居民提供面

对面的健康咨询，近日，大泊、史巷社区联合上海曙光
医院中医健康管理师开展“传承中医国粹，爱心服务百
姓”义诊进社区活动。

（记者 丽娜 蒋玉 通讯员 刘琦 蒋秀枫 摄）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员
罗玲）8月 20日上午，“2018年江
苏大学生恒爱知识产权（版权）体
验夏令营”在丹阳眼镜城正式开
营，来自南京大学、河海大学、南
京财经大学、金陵科技学院等 11
所高校的 50 余名大学生参加了
夏令营活动。

据悉，本次夏令营活动由江
苏省版权协会、江苏恒爱法律援

助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活动以
“理论＋实践”的形式，搭建江苏
高校优秀学子之间交流的平台，
帮助他们既能在理论中了解、认
识知识产权，又能在实际生活中
感受、发现知识产权。作为中国
眼镜生产基地、中国眼镜出口基
地、眼镜产业集群品牌培育基
地，我市在保护眼镜行业知识产
权方面取得了不斐的成绩，近年

来，丹阳眼镜行业申请专利超
4500 件，授权专利超过 3000
件，国内眼镜业中国驰名商标有
8个落户丹阳。2017年，丹阳成
功注册了“丹阳眼镜”集体商
标。同时，国内唯一的眼镜产业
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也落户丹
阳，通过建立专利快速授权、快
速确权、快速维权通道，解决眼
镜企业知识产权纠纷的困扰，为

产业创新发展营造便捷高效的知
识产权环境。

开营仪式上，开发区纪工委
副书记兼派驻眼镜城纪检专员韩
华代表眼镜城对学员们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并就丹阳眼镜知识
产权情况作了简要介绍。省版权
协会会长傅杰就知识产权版权保
护相关内容进行了培训，让学员
深入了解知识产权法律的基本知

识，增强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提升
知识产权的创新、运用、保护和管
理能力。

此外，本次夏令营还特别增
设了体验环节，让学员到丹阳国
际眼镜城、中国眼镜博物馆进行
参访，了解丹阳眼镜的发展历史，
体验丹阳眼镜城零配商家的专业
验光等配镜服务。

50余名大学生走进眼镜城与知识产
权“亲密接触”
恒爱知识产权（版权）体验夏令营开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