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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看到另一个精彩的自己”
南通公安“青马学院”打造青年民警“引航工程”，汇聚平安南通建设青春力量
“
正是‘青马学院’的经历，让我选择了去
挂职帮扶，而青海公安‘缺氧不缺精神’的斗
志也激励我，让我更加坚定了信心和决心。 ”
正在青海果洛挂职锻炼、 开展结对帮扶的通
州区公安局青年民警焦海枫说。
焦海枫所说的青马学院是去年挂牌的南通
市
“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学院”公安分校，这也是全
国公安系统成立的首个
“
青马学院”。市公安局政
治部主任顾坚介绍，去年以来，南通市公安局团
委积极融入共青团改革大局， 紧扣公安特别是
公安队伍建设中心，启动
“
青马学院”建设，为全
市广大青年民警搭建学习平台，指路引航。

搭建青年民警学习平台
2017 年 12 月 14 日，市公安局、共青团
南通市委共同举行南通市“
青年马克思主义
者学院” 公安分校揭牌仪式暨青年民警十九
大精神辅导班，丰富青年民警学习载体，为开
展各项公安工作更好地凝聚青春力量。
“
成立
‘
青马学院’公安分校，是我们创新
思想政治工作方式的一项重要举措。 ”顾坚说。
“我们不‘
戴帽子’搞活动、不
‘
挂牌子’搞
活动。 ”市公安局团委副书记张之盛说，成立
以来，南通
“
青马学院”公安分校始终坚持“服
务中心、服务大局”的观念，用能否推动中心
工作发展作为检验建校工作的唯一标准，以
“定位”正
“
方向”。
市公安局团委用活讲坛、 讲座和学习班
等“老方法”，用好微信、青年马克思说等“新
花样”，通过网上学习阵地和网下思想教育阵
地，进一步丰富学习载体，创新学习形式，打
造南通公安“青马学院”品牌。

红色加油站注入新活力
今年 5 月 4 日，南通“青马学院”公安分
校组织开展“与信仰对话”主题公开课，邀请
第二届“南通最美警察”代表李海堃等人，以
访谈对话形式，分享“最美警察”故事以及从
警感悟，从服务人民、执法公正、忠于事业等
角度畅谈职业信仰。
‘青马’为我指引了工作和生活的方向，
还让我看到了另一个精彩的自己。”学员杨聪
荣说， 通过一段时间理论学习， 她更加认识
到，青年民警是公安工作发展的见证者、实践
者、受益者，她将在本职岗位上奉献自己的青
春力量，更好地服务群众。

杨聪荣是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证件受
理科的窗口民警。 尽管窗口工作人员仅有 22
人，平均年龄不到 35 周岁，但去年的受理量却
超过了 15 万人次，倾情服务收获“全国巾帼文
明岗”
“
全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集体” 等荣誉称
号。
让杨聪荣深受触动的第二届“南通最美警
察”李海堃，今年 32 岁，是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
里的一名狙击手， 也是南通公安队伍里的“枪
王”，在多次安保任务中有出色表现。 因长时间的
射击瞄准训练，李海堃脸部大面积晒伤，他先后
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嘉奖五次。
“好比是一座红色加油站，为工作开展注入
新的活力。 ”张之盛说，南通
“青马学院”公安分
校用身边人讲身边事， 强化青年民警思想理论
教育和价值引领，努力把“高大上”的理论变得
“看得见、够得着”，真正化为广大南通青年民警
的行动力。

在岗位实践中锤炼本领
“
我在岗、积极尽责，我在岗、群众放心！ ”5
月 3 日，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青年民警李
海粟和其他 50 名青年民警参加“排堵保畅青年
突击队”授旗仪式并宣誓。
李海粟所在的华联执勤岗是市区最繁忙的
路口之一， 去年城市轨道交通一号线开工建设
后，保畅通、保安全的工作更加繁重。“
既要保证
施工顺利进行，又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群众出行
的影响。 ”李海粟和同事们每天在路面工作的时
间都要超过 10 小时， 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声和迎
面的扬尘，这个参加公安工作刚刚两年的新警对
“
奉献、服务”有了更深的理解。
如东县公安局政治处青年民警施戈带动身
边人开展“微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二大队一中队中队长张强多次为病人打
开生命通道； 市公安局技侦支队民警吴振忠用
3 年多时间，成为公认的“关键先生”；如皋市公
安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陈勇利用自己建
立的数据源库抓获犯罪嫌疑人 340 余人， 成为
“数据捕手”……
担当起责任，扛起了信念，这些南通“青马
学院”公安分校的学员们人人成为动力源，他们
用实际行动，在本职岗位上锤炼本领，发挥打击
犯罪、服务群众等作用，展现属于青年马克思主
义者的风采。
本报记者 张亮 本报通讯员 苏锦安

“急”入歧途
前途光明
阿祥在山东老家念书时， 成绩在村子里
数得着的好，可惜偏科厉害，高考总分只够上
大专。在通城的一所职业学院，阿祥是个风云
人物，做过学生会干部，年年拿奖学金。
通城遍地纺织企业，对日外贸很多，阿祥
读的专业很有前途：纺织服装和日语双专业。
阿祥的日语学得很溜， 找工作时 PK 掉 4 个
名牌大学本科生，阿祥颇为得意。 半年后，阿
祥作为储备人才被公司派到日本考察学习。

第一桶金
工作这两年，阿祥不断听到同学结婚、买
房的消息。阿祥自己有 3 万元，加上父亲给的
5 万元，买房首付仍差一大截。 凭什么人家年
纪轻轻就能自己挣大钱买豪宅，我却不能？阿
祥想攫取“
第一桶金”，他竟想到了偷。电脑屏
幕前，阿祥目不转睛，鼠标不停点击，仿真枪、
手套、面罩一样样备齐。
阿祥知道市区有几家高档楼盘，住的都是
有钱人。 作案前几天，阿祥犹豫不决，最后心一
横，干一笔就收手。 前两次，同一个小区，阿祥
的
“第一桶金”似乎来得很轻松，现金、笔记本
电脑、手表、数码照相机、纪念币、高档香烟、金
戒指，一瞬间在阿祥身上全部配齐。

掏枪抢劫
阿祥失手那次，有点尴尬。
他在屋里，女主人在门外。阿祥头脑一片

空白，手直发抖。躲无可躲，碰面的那一刻，女主
人惊叫， 阿祥掏出仿真枪， 用胶布封住对方的
嘴，临走拿走了卧室的值钱财物。 这一回，盗窃
成了入室抢劫。
“
我才 25 岁，活得好累。”阿祥在看守所，反
复强调自己和那些手臂上描龙画虎的人不一
样，不是坏人，就是心太急。（素材源于崇川区检
察院办理的真实案例）
二亮

守住方寸终不悔
一个能力出众、前途大好的优秀青年，和入
室抢劫的罪犯竟是同一个人。 看似荒诞离奇的
案件故事，背后的动机发人深省。
当今社会， 想一夜暴富过上轻裘肥马日子
的人何其多。他们心态浮躁，想强行绕过发展规
律跨过发展阶段，迅速提前占据有力位置，甚至
通过一些非常规手段攫取利益， 结果尝到的却
是苦果。
阿祥的心太急了， 什么都要去争， 着急买
房，着急赚钱。 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守住方
寸，方得大成。

更多内容
可关注崇川
区检察院官
方微信

“绿岛”启隆集中整治违建
6月拆除违建21宗，面积达1188平方米
晚报讯 “
这下子好了，家门口的道路
变宽了，周围的环境也变得更加好了……”
6 月 29 日， 望着眼前干净整洁的街道，家
住启东市启隆镇的张本法心里也跟着舒坦
起来。自 6 月以来，素有
“绿岛”之称的启东
市启隆镇亮剑出击，全面打响对镇区、散乱
污行业的集中整治。 截至 6 月 29 日，当地
已拆除违建 21 宗，面积达 1188 平方米，保
护“绿岛”生态环境，融入崇明世界级生态
岛建设。
据了解， 为有效整治镇区乱搭乱建现
象，今年 6 月起，启东市启隆镇控违办、城
管中队、社区三级联动，对镇区江申路两侧
的违建进行调查摸排， 随后逐户走访涉及
整治的居民与商家，宣传动员，挨家挨户发
放整改通告，限期自行拆除。 6 月 15 日起，

陆续有居民和商家自行搬离违建房。 6 月 22
日起，启隆镇控违办组织人工、机械进场，开
始对当地江申路道路两侧进行集中拆除，目
前，本月已拆除违建 21 宗，面积达 1188 平方
米。接下来，启隆镇控违办将组织城管中队加
大巡查力度，强化监管，实行错时巡查，对屡
教不改者进行严厉处罚。
早在 5 月中旬，在前期摸底调查时，当地
城管部门对镇区 7 家废品收购站发放整改通
知书，并以“突出重点、全面整治、长效管理”
为目标， 采取劝导教育与严管重罚相结合方
法， 集中力量清理和整治废品收购站。 6 月
初， 当地控违办依法对 7 家废品收购站进行
断电处理。 6 月 5 日开始，组织城管中队、施
工队全面清理镇区内所有废品收购站， 目前
7 家废品收购站均已清理完毕。 记者 彭军君

私吞岳父八万，用假存单忽悠
男子劣行败露，制假者同时落入法网

晚报讯 都说“
兔子不吃窝边草”，海
安男子王某胆子大得连自己的岳父都敢
骗。 在私吞岳父委托其存进银行的八万元
后，还制作了一张假存单忽悠。 7 月 1 日，
据海安警方相关办案人员介绍， 男子王某
的行为已涉嫌《刑法》177 条规定的伪造金
融票证罪，被依法取保候审。 目前，案件仍
在警方进一步调查处理之中。
海安市公安局城南派出所不久前接到
辖区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报警， 称有一名
男子拿着一张数额为 10 万元的假存单，到
柜面取钱， 被当班银行营业员识破。 接警
后，民警迅速赶到事发现场展开调查。
经查， 取款男子朱某介绍手中所持存

单，系其向朋友苏某借款，因暂未动用，遂委
托女婿王某代为办理存进银行；事发当日，朱
某持这一存单前来取款，这才知道有假。就在
民警进一步展开调查时，男子王某获此消息，
主动赶到了派出所投案自首。
民警了解到，男子王某在海安当地从事货运
生意，为了在妻子面前显得能干，将岳父委托其办
理存款的八万元汇进了自己名下的银行卡，对妻
子声称是他自己所赚的钱；而为了蒙骗岳父，则
通过网络平台联系了制假者杨某， 由杨某代
为制作了一张面额为 10 万元的假存单蒙混。
查清事实后，民警顺藤摸瓜，将制假牟利
的嫌疑人杨某一并抓获。
记者 周朝晖（报料人酬金 30 元）

自称开发商“侄子”骗钱两百多万
10 户居民上当，嫌犯已被警方依法扣押
晚报讯 自称是开发商家人， 如皋一
男子设下圈套诈骗 10 户居民缴纳的“订
金”两百多万元。 7 月 1 日，记者从如皋警
方了解到，嫌疑人杨某已被依法扣押审查。
向本报新闻热线介绍此事的一位上当
受骗者介绍说，一年前，他通过一位朋友，
结识了另一男子杨某。 此人自称是如皋一
有名房地产开发商的“侄子”，他能帮好友
搞到在如皋走俏的“如歌花苑”商品楼的房
子， 目前， 这一楼盘的市场价为每平方米
7000 多元，通过他的关系，可以以 6000 元
左右的价格入手。
在杨某信誓旦旦的许诺之下， 包括上

当者在内的 10 户亲戚朋友，在看过有关房子
和房型后， 先后找到了和开发商“
有亲戚关
系”的杨某，将 200 多万元所谓的购房“
订金”
先后交到了杨某的手中。
当 10 户居民交纳了“订金”并整整等待
了一年后，大家一起去拿新房时，却意外发现
手中的所谓“购房合同”竟然是假的，系杨某
伪造的。 上当者随后向警方报警求助。
接警后， 辖区警方迅速对这起警情展开
调查， 并在侦查中发现嫌疑人杨某展示给上
当者观看的房子，实际上是他出钱租下来，作
道具”用来诱骗他人上钩的。
为“
记者 周朝晖（报料人酬金 3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