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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助人：赵同学，女，10岁，
句容市边城中心小学

2、受助人：陈同学，女，10岁，
句容市边城中心小学

1—2号资助人：莫顺仙女士
3、受助人：巫同学，女，11岁，

开发区中心小学
资助人：刘思彤同学
4、受助人：苏同学，男，16岁，

石马中学
资助人：王凤琴女士
5、受助人：陈同学，女，11岁，

句容市边城中心小学
资助人：镇江市妇联周广甲

女士
6、受助人：张同学，女，12岁，

朱方路小学
7、受助人：张同学，女，9岁，

南徐新城幼儿园
8、受助人：黄同学，男，8岁，

中华路小学

6—8号资助人：镇江市地方
税务局第三分局

9、受助人：黄同学，女，15岁，
高资中学

资助人：张红民女士
10、受助人：华同学，女，10

岁，丹徒区黄墟中心小学
资助人：滕志华女士
11、受助人：俞同学，女，8岁，

丹徒区黄墟中心小学
12、受助人：韦同学，女，14

岁，冷遹中学
11—12号资助人：张晓春先

生
13、受助人：李同学，女，19

岁，南京机电学院
资助人：吴秋华女士
14、受助人：余同学，女，7岁，

宝华幼儿园

15、受助人：刘同学，男，4岁，
华阳街道中心幼儿园

16、受助人：刘同学，男，6岁，
华阳街道中心幼儿园

17、受助人：张同学，女，6岁，
三台阁幼儿园

18、受助人：张同学，女，6岁，
北阳门幼儿园

19、受助人：段同学，女，5岁，
建设路幼儿园

14—19号资助人：吴峻青女
士

20、受助人：郁同学，女，10
岁，镇江科技新城实验学校

资助人：刘容女士
21、受助人：张同学，女，8岁，

镇江新区平昌小学
资助人：镇江市宝塔路小学

2015级三班太阳花中队

22、受助人：赵同学，男，7岁，
镇江新区平昌小学

资助人：镇江市宝塔路小学
2015级四班向日葵中队

23、受助人：巫同学，女，11
岁，世业实验学校

24、受助人：袁同学，男，8岁，
世业实验学校

23—24号资助人：吴萍女士
25、受助人：张同学，女，14

岁，石马中学
资助人：谈红女士
26、受助人：朱同学，女，11

岁，句容市行香中心小学
27、受助人：李同学，女，9岁，

句容市特殊教育学校
26—27号资助人：镇江市财

会干部学校
28、受助人：孙同学，女，12

岁，镇江新区平昌小学
资助人：尹星懿女士

■ 相关链接

“社会妈妈”
结对资助方式

幼儿园、小学生每学年资助
款为 500 元，中学生 800 元，大学
生 1000 元。有意资助者可直接
把资助款存入“镇江市妇女联合
会社会妈妈助学基金专户”（开户
行 ：工 商 银 行 ，账 号 ：
1104010309000056067），然 后 持
银行回执到市妇联(儿童工作部)
联系资助对象，填写“社会妈妈登
记表”，联系人：沈晨；联系电话：
84418315，地点：镇江市南徐大道
68号（市政府）6号楼219室。

市妇联京江晚报第65批“社会妈妈”结对名单

“还有两年时间就退休了，
但还和年轻的小伙子一样，充满
工作激情”。谈起刘国平，丹徒
公安刑侦大队的民警们无不佩
服。

今年 58岁的刘国平一直在
公安一线岗位，他虽然身患高血
压、高血糖，但仍坚持和年轻同
志一样正常参加值班、处置当班
警情。

2018年新年前夕的一个晚
上，丹徒城区派出所打来电话，
称他们刚刚抓获 2 名盗窃电缆
的嫌疑人，需要协助调查。虽然
当时已是凌晨1点多钟，但刘国
平接到电话后，立即赶赴事发现
场，很快就使案件得到及时侦
破。同时，刘国平还不断深挖线

索，使王某交代出其他多起盗窃
案件。

刘国平所在的公安刑侦大
队西南中队只有6名民警，每年
处置的刑事警情却占到了全区
的 2/3。遇到突发警情，加班到
深夜甚至凌晨是家常便饭。每
每遇到这种情况时，队领导考虑
到他年龄大了，通常不会对老刘
提要求，但每次刘国平都会主动
留下来。

今年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5
时许，眼看快到下班时间了，中
队长呙明彤突然得到消息：一起
在侦的系列盗窃案 4 名嫌疑人
同时出现在丹阳某地。刘国平
听闻后和大家一起立即赶赴丹
阳进行抓捕。嫌疑人全部抓捕

到位后，刘国平又和大家一起连
夜进行了审讯。第一轮审讯结
束，时间已到了凌晨五点钟。

据了解，刘国平平均每年抓
捕、审查犯罪嫌疑人达60余人，
破获案件 100 余起，加班 400 多
小时。“老刘还是我们单位的安
全防范特邀顾问。”丹徒某企业
安全负责人殷经理说，2012 年
至 2014 年间，公司仓库中存放
的线缆、设备等接连被盗。报案
后，刘国平和几名同事多次到企
业查勘，进行了大量走访调查，
很快就将该案件破获。刘国平
没有仅仅停留在破案上，而是针
对盗窃案件反映出的安全隐患，
要求企业及时加装防盗窗，加强
值班巡查，安装监控系统。自

此，企业再没有出现过仓库被盗
情况。

记者采访正在参与办理一
起系列案件的刘国平时，他的手
机突然响了，手机那头传来了小
女孩带着哭腔的声音“爷爷你什
么时候回来呀？家里的电视坏
了。”刘国平哄着说：“不要哭，爷
爷过两天就回来了”。刘国平告
诉记者，家里房子拆迁，目前只
租了一个车库居住，地方较小，
儿子儿媳的房子也很小，一大家
子人没法住一起，目前是自己和
退休在家的妻子带孙女。可能
是一连几天没回家，还在上幼儿
园中班的孙女想自己了。

（邓欢 何志斌 沈湘伟）

还有两年就退休了，他仍然充满工作激情

老刑警刘国平的不凡追求

社区举行
“忆初心”
主题党日活动

京江晚报讯 近日，金山
街道西津古渡社区组织“红色
一条街”行动支部的党员们，集
中前往润州区人民法院，举行
了“忆初心”主题党日活动。

党员们参观了执行指挥中
心，现场了解到信息化“执行工
作的最强大脑”，随后行动支部
的党员们集中参观了启园和廉
政警示教育馆。 （沈湘伟）

“打铁必须自身硬”
京口区部署专项行动

京江晚报讯 日前，京口区
纪委监委召开全区纪检监察系
统“打铁必须自身硬”专项行动
暨“四聚焦四聚力四过硬”主题
活动工作部署会。

记者了解到，此次专项行动
结合京口实际，从四个方面20项
重点工作着重抓好落实。据介
绍，开展“打铁必须自身硬”专项
行动，是对去年行动的进一步深
化。京口区纪委监委在今年以
来把建章立制放在首要位置，相
继出台6项制度、流程图等，基本
建成一套规范有效、有一定操作
性的制度框架。

（杨凯 陶宝强 朱美娜）

新区举行学前教育
“信息化能手”竞赛

京江晚报讯 为推进幼儿园
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
镇江新区幼教“信息化能手”竞赛
活动日前在平昌幼儿园举行。

12 名参赛教师选择了合适
的教学内容，制作了适合不同年
龄段幼儿的课件。每节课精彩
的教学方式，活跃的课堂气氛，
将幼儿带入了一个个多彩的动
画世界。

本次活动邀请了镇江新区
各 小 学 信 息 中 心 主 任 担 任 评
委。 （贾文芬 周密 余宽平）

日前，第二届“春天的朗读
者”暨世界读书日读经典书籍
活动在茅山景区苏南抗战胜利
纪念碑广场前举行。来自社会
各界的朗诵爱好者们身穿旗袍
诵读经典，为第 23个世界读书
日献上一份诗意的礼物。

（史利陵 朱秋霞）

居民自编自演
拉近邻里关系

京江晚报讯 “过了一山又
一山，前面到了凤凰山……”悦
耳动听的越剧《十八相送》，让居
民们大饱耳福。这是日前在蒋
乔街道九华山庄社区广场上举
办的第二届“红五月”艺术节上
的一个场景。

社区负责人说，节目都是居
民们自编自演，一方面丰富居民
们业余文化生活，另一方面也拉
近了邻里关系，深得社区居民的
喜爱。 （郭琳琳 余宽平）

“五一”假期，正是旅游旺季。为进一步提高景区商户及游客安全防范意识，营造良好的宣
传氛围，2018年5月1日，三山南山景区公安民警深入金山景区，开展“五进”送平安系列主题宣
传活动，为景区游客打造一道别样的安全防范宣传“风景线”。

马镇丹 史晓云 吴玉松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