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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流动话筒，一张流动讲桌，一个流动课堂，一群流动学生……

“村民警校”五年坚持上好一堂课
□通讯员 徐步文
12 日清晨，市公安局东阳江派出所“村民警校”校长——女警施旃又来到东阳江镇中心小学，利用课间时间，为学生讲解走廊上知
识展板上的安全知识，并与同学们交流互动。东阳江镇辖区面积 140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2 万余人，分布在大山深处。东阳江派出所结
合辖区实际，创办“村民警校”，一个流动的话筒，一张流动的讲桌，一个流动的课堂，一群流动的学生，5 年多来坚持上好每一堂课。
“村民警校”将普法活动遍布山乡，将
法律知识和安全教育延伸到村头，学生暑
期安全教育、老年文化课堂、法制电影进
乡村、法律知识大巡回、捐资助学、慰问
困难党员等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近期，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频发，村民
警校的民警将普法课堂搬到了村广场、村

桥头以及集市、交流会上……
横锦水库是东阳江的源头活水，“村民
警校”就密集开展爱水护水等知识、法规
宣传。东阳江派出所成立水上执法中队，
严厉打击非法偷钓等污染水资源行为。夏
日里，几乎每天清晨和傍晚，所长钟黎明
就带领民警开展水面巡逻，劝阻非法垂钓

和游泳人士，5 年来已累计劝阻 1000 多人
次。
东阳江派出所民警不仅是治安警、刑
警、片警，还是交警、水警、宣传警。
横锦水库风景迷人，各地游客纷至沓
来，随意停放自驾车，阻塞交通的事常有
发生，也易引发事故纠纷。“村民警校”进

村宣讲时，就常常提醒村民，多给游客让
道，不在水库周边公路停车。同时，市公
安局授权东阳江派出所承担辖区轻微交通
事故处理，民警第一时间解决辖区轻微事
故，便利了群众。今年以来，交警大队联
合东阳江派出所针对横锦水库沿线公路车
辆违停进行专项整治行动，有效解决了库
区狭窄路段的堵车现象。
“村民警校”在山乡已累计开课 300 多
次，5 年多来，辖区未发生孩子溺亡，未发
生重大刑事治安事件，没有矛盾纠纷上
交，着力打造“枫桥经验”升级版，谱写
着曲曲和谐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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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跌倒 众人相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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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热起来

气温回升至 35℃
□记者 孙新萍 蒋昊非

本报讯 前些天，天气凉爽，而昨日，
夏天的闷热感又回来了。我市自 9 月 7 日以
来，受冷空气影响，已经连续 7 天最高气温
都低于 30℃，不过，昨天开始，副热带高
压重新加强。
市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接下来的天
气，将以多云为主，气温也逐渐升高。预计
今天最高气温跃至 33℃左右，18 至 20 日会
升 至 35℃ 左 右 。 气 温 回 升 是 不 是 “ 秋 老
虎”来了？从气象学上讲，要 5 天出现≥
35℃的高温日，才称得上“秋老虎”。从预
报看，16 日、17 日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
阵雨或雷雨，18 日午后到夜里局部有阵雨
或雷雨。
另外，22 号台风“山竹”（超强台风
级） 也在副高外围东南气流引导下向西北
移，15 日白天将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然
后趋向广东沿海，预计对我市影响不大，请
大家继续关注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奇葩司机

一古稀老人走失后的暖故事

“老人第一次跌倒时是这位好心人把他
扶起来的。”11 日晚，东阳中学退休教师吴
洵华递给笔者一张名片动容地说。
原来，10 日下午 2 时许，家住市区南
岘新村的退休工人任建华，因妻子 （已退
休，姓金） 到学校参加教师节庆祝活动，一
个人在家觉得太清闲，就出门找老同学。
任建华今年 70 岁，前不久刚从珠海儿
子家回来，几年前曾中风，腿脚不便。当他
拄着拐杖走到南市路 57 号路段时，不慎跌
倒在地。这时，“中财管道”店主陈富强和
妻子看到后，立即跑出来，将老人扶起，一
边关切地询问，一边扶他坐在凳子上歇息。
陈富强还帮老人去找同学，但由于任建华把
地址记错，没有找到。
过了一段时间，任建华觉得自己身体没
什么大问题，就告辞走了。当他拐进一条小
巷后，在离要找的老同学家不远处时，又仰
面跌倒。小巷中一位居民发现后，喊了起
来：
“快来人啊，有人跌倒了！”这一喊，好
几位居民从家里跑出来，上前将老人扶起，
让他坐在一块石板上。这回，任建华摔得不
轻，后脑勺出血，连自己的名字、住址都说
不 上 。 一 位 40 岁 上 下 的 女 子 拨 打 了
“110”报警。不久，救护车赶到现场，居
民们协助医生把受伤的老人抬上了车。
下午 5 点许，参加完活动的金老师回家
后发现丈夫不见了，急忙四处寻找，并在微
信群、朋友圈里发布配上照片的“寻人启
事”。一时间，邻里、朋友、同学都紧急行
动起来，帮助寻找。
任建华走失的消息在微信群、朋友圈转
发再转发。最后，消息进入了曾扶过任建华
的陈富强妻子的视野，于是，她立即向任建
华的家人告知相关情况。当金老师及家人赶
到医院时，已是晚上 9 点左右。任建华静静
地躺在病床上，伤口已经作了处理，身体没
有大碍，家人都舒了一口气。
（讲述人: 韦春森）

身边

危险！
线缆掉下来
昨日，有市民来电反映，市
区广福西街浪坑溪边几根线缆掉
落，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处理，消
除安全隐患，还街头整洁美观。
记者 包康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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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票员背老人上下公交车
她说：乘客就跟家人一样

□记者 蒋雯

好。

本报讯 女售票员俯下身体，背起行
动不便的老奶奶，吃力地走下公交车……
昨日上午，公交车乘客张女士掏出手机拍
下这感人一幕，并将视频发到自己的微信
朋友圈，引起不少网友的关注。
记者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了视频中的
女售票员。她叫杨菊，是城乡公交 9051
车 的 售 票 员 。 杨 菊 今 年 26 岁 ， 老 家 云
南，来东阳务工已有 8 年。在售票员岗位
上，经常会遇见行动不便的老人，每次她
都会主动伸出援手，细心地将老人安顿

杨菊说，当天上午她看见一对老夫妻
前来搭乘公交车，老奶奶行动不便，坐在
轮椅上，老爷爷看上去已经七八十岁了。
老爷爷想把老奶奶扶上公交车，他很努力
地尝试着，但没有成功。
见状，杨菊赶紧走下车，将老奶奶背
上公交车，安顿在座位上。随后，她又下
车将轮椅抬上车。
老奶奶刚在横店医院检查完身体，她
和老伴打算坐公交车回家，家就在横店国
防科技园附近。
公交车到达横店国防科技园后，杨菊

又俯下身子背起老奶奶下了车。她细心地
将老奶奶安顿在轮椅上后，才上了公交
车。公交车上的乘客看见这一幕，纷纷夸
她。一名乘客对杨菊说：“老太太行动不
便，可能是很久没洗澡了，身上味道很
重，我们都闻到了，但你没有嫌弃，你人
真好。
”杨菊听了，只是淡淡地说：“咱家
里也有老人，老奶奶就跟自己家人一样，
有啥好嫌弃的呢？
”
市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城乡公交二车队
队长杜旭东表示，公司将对此事进行表
扬，鼓励更多员工向杨菊学习，周到服
务，助人为乐。

为逃避检查躲进被窝
□记者 蒋雯 通讯员 单跃跃

本报讯 11 日凌晨，在省道东永线南市
街道寿塔路段，一名涉嫌超限运输的驾驶
员，看见前方有检查，立马将车辆开进附近
村里。在将车门窗都锁好后，他躲进后座，
用棉被把自己遮起来，企图蒙混过关，逃避
检查。
这样的小把戏，被随后赶到的治超人员
一眼看穿。心有不甘的驾驶员一开始并不配
合，任凭治超人员怎么劝说都不予理睬。直
到交警提醒驾驶员将采取强制措施时，驾驶
员才“现身”接受检查，并语出惊人地说：
“算我倒霉，你们眼睛真‘毒’。”
驾驶员在治超人员的引导下，将该三轴
货车 （俗称的后八轮） 开到检测点进行过
磅。经检测，车货总重 43.6 吨，超限 18.6
吨，超限率达 74.4%，属于严重违法超限运
输行为。当事人除了卸除超限部分货物、消
除违法行为后，还将面临记分、罚款等行政
处罚。
据悉，驾驶员姓张，车上所载的货物是
砂石料。因货主要求货物要尽量装满些，张
某便选择在后半夜偷超偷运。不料，才跑第
一趟的张某就与夜间错时检查的治超人员不
期而遇，被逮了个正着。
治超人员提醒，货运司机或车主千万不
要心存侥幸，使用小伎俩来躲避检查，只有
规范装载，合法运输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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