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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菲

通讯员/关文轩）近日，英明社区

第一网格（忠义片区）巡查员进

行日常巡查过程中，突然发现在

该社区恒路物流前面辅道的高

压线设施下方有火警险情。面

对浓烟烈火，巡查员不顾个人安

危奋力扑救，消除了险情。

当时，该处堆放了一些易燃

物，很快就着火了。火势迅速蔓

延至整个高压线下方水泥基座，

火堆中还不时传出爆炸声，眼看

火就要烧到上方的高压线了，情

况十分危急。这时，巡查员不顾

危险，立刻在附近取来了灭火器

进行灭火，同时将情况上报网格

化平台。扑救期间，火堆中突然

再次发生小爆炸，巡查员因躲避

不及受伤，但轻伤不下火线，巡

查员继续拎着灭火器进行扑救。

最后，经巡查员努力，大火

不久便被完全扑灭，高压线设施

未受到严重损坏和影响。由于

社区网格员发现及时、处置得

当，消除了险情，保障了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巡查员奋勇救火消除险情

还不止一次。一天，巡查员正在

英明忠义孖仔塘开展日常巡查，

突然看见鱼塘边浓烟滚滚，于是

立刻上前查看，发现是一鱼棚起

火，且旁边的供电电线也烧着

了，不断地爆出火花，情况十分

危险。巡查员立即将火警情况

上报，并在附近召集了人员带上

工具进行救火，同时通知了社区

消防站前来救援。经众人奋力

扑救，火势很快就被扑灭，巡查

员认真检查后确认火种已完全

熄灭，火警险情及时得到消除。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

菲 通讯员/叶自丰）“再不听

话就让警察叔叔把你抓走！”

当孩子调皮捣蛋时，不少家

长都爱说这样的话。这句话

就像百试不爽的撒手锏，能

够迅速让孩子安静下来。殊

不知这样不仅会误导小朋友

对警察这个职业的认知，甚

至在危急时刻会耽误警察救

援。近日，九江派出所沙头

社区民警中队就出现了这样

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一名

小女孩与家人走失后，面对

警察叔叔的帮助，小女孩竟

转身“拔腿就跑”……

10月6日晚上9时许，

一名快递小哥报警求助，称

在九江沙头青平路有一名孩

童徘徊多时，身边没有大人，

疑似走失。接报后,九江派

出所沙头社区民警中队民警

苏绍和与辅警潘振涛迅速赶

赴现场。

到达现场后，民警苏绍和

找到了快递小哥和躲在他身

边的小女孩。可见到警察叔

叔的小女孩竟害怕地躲进了

快递小哥怀里，对民警明显抗

拒和排斥，任凭民警怎么说，

就是不理会。民警试图拉起

小女孩的手，让其放下戒备，

这时令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

小女孩尖叫了起来，一边大喊

着“不要抓我”，一边转身就

跑。因为担心小女孩奔跑时

会摔倒，民警立马大步跑上前

把她带回安全区域。

“不要害怕，我们是来帮

你找爸爸的。”民警蹲下身，

安抚着小女孩轻声说。听完

民警的话，小女孩的眼神从

最初的警惕渐渐变成了疑

惑，“你们真的是来帮助我的

吗？可是我爸爸告诉我，我

不听话警察叔叔就会来把我

抓走……”

原来，平时小女孩哭闹

不止时，她的爸爸妈妈经常

会对她说这样的话，这个方

法很管用，她一听立马就不

敢继续闹腾了。但是时间久

了，小女孩也慢慢变得害怕

警察，看到警察就躲得远远

的，怕被“抓走”。

得知原因的民警感到哭

笑不得，民警耐心地告诉小

女孩，“警察叔叔是好人，不

会抓走你的，我们会保护你，

带你去找爸爸。”通过多方查

找，民警终于与小女孩的父

亲取得联系。对于民警的热

心相助，小女孩父亲表示万

分感谢。得知民警的救助过

程后，小女孩父亲也感慨良

多，他告诉民警，平时自己工

作忙，管教孩子时说的话也

没有考虑太多，“没想到让孩

子变得不信任警察，我以后

一定会多加注意！”

警方提醒广大家长：人

民警察是惩治犯罪、服务群

众的；警察在面对孩子时，是

细心又温柔，温暖又可靠的

存在。希望各位家长可以正

确引导教育孩子，在危险的

时候要记得求助警察，信任

警察。

珠江时报讯（记者/朱明

菲 通讯员/何家仪）10月 10

日是第29个世界精神卫生

日。为进一步提升全民精神

卫生和心理健康意识，10月9

日晚，九江镇卫健办、镇综合

办、公共服务办、社卫中心及

慈善会等单位联合在海寿码

头V站开展“弘扬抗疫精神，

护佑心理健康”为主题的世界

精神卫生日宣传服务活动，现

场60多名市民参加。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

发展，快速的工作节奏、紧张

的生活压力使人们的心理精

神问题日益增多，精神健康障

碍已成为严重而又耗资巨大

的全球性卫生问题，影响着不

同年龄、不同文化、不同社会

经济地位的人群。

当天活动现场，工作人

员通过播放宣传片、摆设展

板、悬挂横幅、发放宣传手册、

设置游戏和咨询摊位等多样

化方式，向广大市民普及精神

疾病的诊断、症状、治疗以及

家人应如何照顾精神疾病患

者等系列心理健康知识。

期间，工作人员与群众

进行了抗疫、精神卫生、心理

卫生知识有奖互动，现场反响

热烈，群众纷纷举手抢答。志

愿者们向过路市民发放心理

健康知识宣传资料，宣传疫情

下如何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如何应对疫情因素导致的失

眠、焦虑等情绪。

主办方表示，活动旨在

提高公众对心理健康的重视

程度，广泛开展科普宣传和健

康教育，号召全社会积极参与

精神卫生工作，共同承担防治

责任和义务，推动形成理解、

接纳、关爱精神障碍患者的社

会氛围，保护公众心理健康，

促进九江和谐稳定发展。

市民：九江大道马路

边，有乱堆放的建筑垃圾

无人清理，尤其是晚上，村

民经过一不留意就会被乱

堆的垃圾、渣土绊倒。

城市管理事关市容

市貌，提升城市管理水

平是九江可持续发展

的一项重点工作。为

此，九江镇综合行政执

法办开设“曝光台”专

栏，对车辆乱停乱放、

噪音污染、占道经营、

违法经营等行为进行

曝光，一方面督促当事

人及时纠错整改，另一

方面引导广大市民、商

家共同维护城市环境，

共建和谐安宁的美丽

九江。

近日，九江镇综合

行政执法办根据市民

投诉，先后处置了地

锁、噪音扰民等案件。

九江镇综合行政执法

办提醒广大市民，美好

的城市环境需要大家

共同维护，希望企业守

法经营。同时呼吁广

大市民，发现违法违规

行为可及时向综合行

政执法办举报。

乱堆垃圾惹人厌 数字城管帮解烦

九江数字城管指挥中心：

接到投诉后，马上通知九江镇

综合行政执法办执法人员前

往现场核实。经执法人员了

解，该处涉嫌擅自开挖城市道

路和夜间施工，施工方现场未

能提供夜间施工许可的证明

和相关审批文件。执法人员

责令其停工并对当事人发出

询问调查通知书，要求施工方

次日到九江镇综合行政执法

办作询问调查笔录。施工人

员接受教育并停止了施工的

行为，夜间噪音现象已消除。

九江数字城管指挥中心

负责人表示，希望施工单位立

足服务为民理念，在工作中加

强工序与时间的调整、加强自

身制度监管、加强各部门各单

位间的配合与沟通。要在工

作中以保障群众宜居环境为

宗旨，做到依法施工、人性化

施工，完善夜间施工手续。做

到现场管理即停即止，对潜在

问题及时发现、及时处理。

最后，九江数字城管指挥

中心呼吁，如果你发现有夜间

施工的现象可拨打81860239

进行反映。

夜间施工扰民 城管快速处理

文/珠江时报记者沈芝强通讯员吴劲延

九江数字城管指挥中

心：经采集员核实，并上报

该案件到九江数字城管指

挥中心，中心座席员马上派

遣到相关责任部门进行处

理。经与责任单位沟通，

现场的建筑垃圾已清理干

净。

九江数字城管指挥中心

有关负责人说，今后如发现

有相关的市容管理问题，可

以拨打81860239进行咨询。

■■工作人员在拆除地锁工作人员在拆除地锁。。

大火危及高压线
网格员奋勇灭火

英明社区网格员不顾个人安危奋力扑救，消除了险情

九江数字城管指挥中心：

接到投诉后，马上将案件信息

反馈给九江镇综合行政执法

办。九江镇综合行政执法办

立即调派执法人员前往现场

核实。经了解，该处地锁属于

幼儿园私自设置的，执法人员

对幼儿园负责人进行宣传教

育，明确表示不能私设地锁霸

占停车位，责令其自行拆除停

车位上的地锁。当事人表示

理解，立即拆除了地锁。

九江数字城管指挥中心负

责人表示，在公共车位设置地锁

属于违规行为，不仅占用了城市

公共空间，使原本数量有限的停

车位愈发紧张，同时也存在安全

隐患，容易伤及行人和车辆。

拆除私设地锁 归还公共车位

市民：沙

龙路某个幼

儿园将门前

的公共停车

位私加地锁，

把公共车位

变成幼儿园

的私用车位，

侵占公共资

源。

迷路孩童见警察就跑
竟是家长这句话惹祸
警方提醒家长要正确引导教育孩子，在危险的

时候要记得求助警察信任警察

九江镇开展世界精神卫生日宣传活动

玩游戏看宣传片
学心理健康知识

市民：太平东路与南

乡路北交界处的工地 ，

存在施工噪音扰民的现

象，导致周边居民无法正

常休息。

■■通过多方查找通过多方查找，，民警找到了小女孩的父亲民警找到了小女孩的父亲。。

■■巡查员和其巡查员和其

他救火人员一他救火人员一

起奋力扑灭鱼起奋力扑灭鱼

塘边的大火塘边的大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