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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贺丽华 通讯
员 赵伟花）五六年前，大桥新村5
栋楼的居民强烈反映希望将小区
北侧破损围栏换新，化肥路社区居
委会通过多方协调，终于由开发商
出资解决了此事。但现在，却有少
数居民为了自己进出方便，恶意破
坏围栏，在多次劝阻无效的情况
下，居委会呼吁居民能多从集体利
益出发，爱护小区公共财物。

昨天上午，记者跟随化肥路社
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看

到大桥新村5栋是该小区最北侧
的一栋楼，紧挨着运河路和河道。
小区一位居民告诉记者，围栏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防盗的作用，

“五六年前，围栏因年久失修破损
不堪，小偷不敢明目张胆地从人民
大桥下的南大门进来，于是就从围
栏缺口处钻进来偷东西，导致小区
里经常发生盗窃事件。”

居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
时居民多次向居委会反映此事，希
望能够修复围栏，但大桥新村是老

小区，既无物业管理，又没有公共
维修基金，所以居委会多次与云阳
街道、开发商等协商，最终开发商
答应出资更换新的围栏。

但是，最近一个月以来，少数
居民为了自己进出省事，竟然恶意
损坏围栏。“因为这栋楼距离南大
门比较远，所以有些居民就想在围
栏上开缺口，然后直接从后面的运
河路进出。”工作人员说道。记者
看到，围栏上确实有多处被损坏的
痕迹：有的铁杆被掰弯了，有的直
接被抽掉了，形成一个个缺口。

居委会在接到居民的反映
后，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前来维
修。“我们在小区的角落里找到了
部分被抽掉的铁杆，重新安装好
后再用铁丝固定住，但还有一些
缺失的铁杆，就只能暂时用其它
东西代替。”该工作人员说道，他
们最近已经来修过好几次了，但
每次修好之后，很快就又有新的
地方被破坏掉了。为此，他们在
围栏上张贴了相关通知，告诫居
民不要再损坏围栏，但不仅被撕
了，现在甚至还有居民态度强硬
不允许他们维修。

对于少数居民恶意破坏围栏
的行为，居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当初围栏换新是经过多方多次协
调才终于达成的，居民理应爱惜，
希望所有居民都能够自觉爱护小
区公共财物，如果以后再出现类似
损坏围栏的情况，居委会将考虑报
警处理。

本报讯（记者 魏裕隆）“记者
同志您好，请帮我谢谢人民公园的
管理员，多亏他帮我及时找回了手
机……”近日，八旬老人顾大爷给
记者打来电话，激动地说道。

14日早晨，顾大爷像往常一
样来到人民公园健身，9 点多结
束后，因离开得匆忙，不慎把手机
遗忘在了公园的板凳上。“回到家

后，我才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
然后赶紧原路返回寻找。”顾大爷
说道，路上他还借用别人的手机
拨打自己的手机，但一直无人接
听。到了公园后，由于还是没能
找到，他便向公园管理员眭师傅
求助。

“没想到眭师傅竟然捡到了
我的手机，在核对过信息后，他便

将手机归还给了我。”顾大爷激动
地说道，原来眭师傅在公园内巡
查时听到了手机铃声，然后在板
凳上发现了一部手机，可正准备
接听时，却又挂断了。眭师傅见
没人来取手机，便一直在原地等
待失主。

对于眭师傅拾金不昧归还手
机，顾大爷表示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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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围栏铁杆被抽掉后形成缺口。 记者 贺丽华 摄

老人公园丢手机 管理员捡到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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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市城管局环卫处组织人员，对公厕内各类设施进
行全面维修、擦洗，为市民提供良好的如厕环境。

（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孙书平 摄）

为迎接全国文明城市复检，连日来，市城管局环卫处每天组织
人员使用高压冲洗车、刷子、火碱等，对城区所有易出现油污的地
面进行全面清洗。（记者 王国禹 通讯员 王伟 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不忘为民初心 牢记职责使命
南环路派出所教导员 张丹

【简介】张丹，1981年出生，中共
党员，2002年参加公安工作，现任市
公安局南环路派出所教导员，先后
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4
次，多次受到嘉奖，被镇江市公安局
评为民警“贴心人”、见义勇为工作
先进个人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
开篇明义阐述了共产党人的初心，
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初心是人的理想信念和价
值追求，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就是不忘从警初
心，牢记“人民警察为人民”的使
命。“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立
足当下、检视小我，“欲事立，须是心

立”，我必当一如既往地做到：心怀
感恩之情、谨守为民初心、常怀敬畏
之心、坚守诚信为本。

什么是感恩，感恩就是不埋怨，
是对别人所给的帮助表示感谢，是
对他人帮助的回报。在人的道德观
和价值观的坐标体系中，感恩可谓
是这个坐标的底线。我们在工作中
只有学会感恩组织，感恩每一位帮
助过自己的领导、同事，才会有更多
的人愿意帮助你，路才会越走越宽，
否则就成了白眼狼、中山狼。记得
刚工作的时候，自己还是个懵里懵
懂的青年，但又自我感觉良好，当时
派出所的主要领导对我要求非常的
严格，这不光是在工作上，包括日常
行为习惯，为人处事方面等各方面，
材料不到位被师傅撕、内务不整洁
被教导员批评、工作节奏拖拉被单
位主要领导批评，但批评后是手把
手的教导，更包含着的是满满的关
爱，正是因为单位领导的严格要求，
自己的各方面都得到了提高，同时
组织在政治上给予了充分的培养和
关心，33岁时提拔为副科职领导，荣
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

虽然取得了一些荣誉，但与先进典
型还有很大差距，现在所有拥有的
无不是组织给予的，因此对组织对
领导对同事唯有感恩之情。

“爱民”“重民”“尊民”“亲民”的
意识自古就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精
神。作为一名党员一名警察，我们
的初心就该是为民。记得刚工作不
久，我与师兄及同学三人都是蒋墅
派出所的刑事治安民警，在闲聊时
辩论起当一名优秀的警察首先得咋
样，师兄和同学一致认为警察就得
破案抓人，我当时认为首先得防范，
尽量不发生案件，他们笑我只能去
当社区民警了，这不是对社区民警
的歧视，而是每个刚毕业的新警都
有一个刑警梦。回头看看其实都蛮
幼稚的，也是片面的，但是不让群众
受损失，享受平安环境的感情是淳
朴的，这就是我从警的初心。在具
体工作中努力做到“勿以恶小而为
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办理的每一
个案件，调解的每一起纠纷、办理的
每一个户口、与群众的每一次交谈，
对于我们而言可能不久就会忘却，
但对于群众而言，可能关系到他的

重要利益，有可能就是一生中少有
的与警察的交集，我们的善与恶可
能会记一辈子，从根本上影响他对
警察的印象。我在督察大队初期处
理的一起投诉，投诉人至今每逢中
秋、春节假日都会发来祝福短信，这
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是警察之外的职
业无法体会到的。

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就是说要
常怀敬畏之心。敬畏是对一切神圣
事物的态度，敬畏自然，敬畏道德、
敬畏法纪才是根本。违背自然规律
一个基本的后果是不能拥有一个健
康的身体，违背道德、触犯法纪的最
轻的后果就是断送自己的前程，这
道理都很浅显，身边也有反面典
型。为此我们该远离一些不良的习
惯，不打违纪违规的擦边球，同事相
互之间“扯扯袖子”，这不是管闲事，
是关爱。当前政治环境下，违规违
纪成本太高，很有可能离开这个光
荣的群体。就我自己而言，做警察
更多的是对这身藏蓝的眷眷之心，

是对警察这份职业的眷恋之情，经
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特别是工作压
力大的时候，加班加点不能照顾家
人的时候，都有职业的倦怠感，但是
如果给我们机会重新选择，或者说
即将失去的时候特别能够体会到那
份深深的不舍感。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引用
了《论语》中的这句话“人而无信，不
知其可也”。诚信更是社会主义的
核心价值观内容，这就是让我坚守
诚信为本。在南环路派出所担任教
导员以来，配合所长在抓队伍中，对
民警坚持以诚相待，把民警当家人，
坚持用“家文化”管队伍，有效凝聚
了警心，提升了精气神，在党委的关
心下，在兄弟单位的支持下，经过大
家的共同努力连续五年荣立集体三
等功并荣立集体二等功。信守承诺
就是要牢记当初的入党誓言、入警
誓词并在实践中予以践行，向党委、
组织作出的承诺必须予以落实。我
们派出所将每年年初制定对市局党
委的承诺作为一项重要事项来抓，
首先是所领导谈目标，然后每位民
警谈思路，结合全体人员的思想，最
终再向市局党委作出承诺，这个承
诺是必须要完成的，这也是给全体
民警树立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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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年前，居民多次反映居委会多方协调才将围栏换新；如今，少数居民为图自己方便屡次损坏
围栏还不允许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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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11月 17日电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中
国工程院院士周建平在第四届
（2019）中国人因工程高峰论坛
上说，我国将在2022年前后完成
空间站建造并开始运营，空间站
的近期规模为100吨，可载3人。

“空间站建设的主要目标，
是使我国成为独立掌握近地空
间长期载人飞行技术，具备长期
开展近地空间有人参与科学实

验和综合开发利用太空资源能
力的国家。”周建平说。

周建平说，我国空间站建造
将遵循符合国情和体现国家发
展战略目标等原则，利用当代先
进技术，重视应用效益、追求运
营经济性、规模适度，目前初定
的空间站设计规模为 100吨，可
载3人，并预留拓展空间。

据介绍，空间站未来将成为
我国开展空间科学研究的主要

平台，其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三个
目标：一是掌握大型空间设施的
建造和运营技术，达到或接近国
际空间站水平，并能利用当代的
技术成果，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超
越。

二是掌握航天员经常在轨
飞行的生活和健康保障技术。
在空间站建设和应用中，人是核
心因素。只有使航天员能健康
地生活，才能保障其高效地工

作。
三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

为科学家提供高水平科学研究
平台，以期能达到在科学方面若
干领域实现重大突破的目标。

中国人因工程高峰论坛由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人因
工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倡议发
起，本届论坛由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和中山大学共同主办，
于16日至17日在广州举行。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7 日
电 11 月 16 日上午，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
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
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
泽、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双
方围绕第一阶段协议的各自核
心关切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
并将继续保持密切交流。

我国拟2022年前后建成空间站
规模100吨 可载3人

2727人人非法穿越可可西里非法穿越可可西里
被处被处罚金罚金1313..55万元万元

新华社西宁 11月 17日电
记者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获
悉，日前，当地森林公安破获一
起非法穿越可可西里案件，27人
被处罚金13.5万元。

据了解，11 月 1 日，可可西
里管理处森林公安局接到线报，
由 10 辆越野车、27 人组成的非
法穿越团伙从青海省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茫崖市花土沟镇
进入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11 月 4 日晚，经过几日排
查、追踪，当地森林公安于可可
西里太阳湖附近将该非法穿越

团伙抓获，并于11月8日安全押
解至海西州格尔木市。

可可西里管理处党委委员、
专职纪检副书记嘎玛才旦说，经
审查，该非法穿越团伙是一队越
野爱好者，出于旅游、探险目的
进入可可西里。按照保护区相
关管理条例，对非法穿越团伙每
人处以5000元罚款，并对他们进
行了相关警示、批评教育，目前
该案件已审理完毕。

世界自然遗产地可可西里
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
4600米以上，是目前我国面积最
大、海拔最高、野生动物资源最
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之一。

2017 年，青海可可西里、新
疆阿尔金山和西藏羌塘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联合发布公告，禁止
一切单位或个人随意进入保护
区开展非法穿越活动。三江源

国家公园管理局再次提醒公众，
对因非法穿越活动造成的人身
伤亡、财产损失等事故，责任由
开展非法穿越活动的单位或个
人承担。

新华社合肥 11 月 17 日
电 打压竞争对手，垄断医院病
人、遗体转运业务，强迫收取高
价转运费用，记者日前从安徽
省合肥市公安局了解到，当地
警方摧毁一恶势力犯罪集团，
抓获10名犯罪嫌疑人。

警方查明，吴林、吴松兄弟
二人自 2012年起，在安徽省立
医院从事病人及遗体的转运业
务，为实现其垄断地位，拉拢施
俊忠、李兵、吴刚等人，采取暴
力和软暴力手段，打压竞争对
手，阻止他人从事医院转运业
务，强迫医院内病逝者家属接
受其团伙提供的转运服务，实
施了寻衅滋事、敲诈勒索、强迫
交易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
严重侵犯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和
人身权利，严重扰乱医疗机构
的正常秩序。

中美经贸高级别
磋商双方牵头人
通话

垄断医院病人遗体转运

安徽合肥一恶势
力团伙被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