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市中小学2月22日开学
有学校简化报到流程，开学报到同在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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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束宇）2021年寒假和春节期间，南
京市长江路小学附属银城幼儿园部
分外地年轻教师为响应“非必要，不
离宁”的防控号召，独自留在南京过
年。该园党支部、团支部、工会在党
支部书记、园长巫蓉的带领下，开展
“迎新春、送温暖”慰问走访活动。

黄海云是银幼大家庭中的新成
员，2020年9月刚刚参加工作，温

柔的话语、甜甜的笑脸让她备受家长
和孩子们的喜爱。放假前，她主动和
园部报备自己不离宁，并可以参加假
期安全值班。此次慰问走访，园方为
她准备了牛奶、水果、美食等新年大
礼包，并叮嘱有任何困难都可以向身
边的大姐姐们寻求帮助。

据悉，此次冬训系列走访慰问活
动，体现了始终以人为本、用爱沟通、
用心交流的银幼文化和银幼情怀。

晨报讯（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刘颖 谢婷）根据江苏省教育厅统一
部署，2021年春季学期开学时间为2
月22日。2月18日，南京一些中小
学幼儿园发出新学期开学通知，其中
有学校将报到时间推迟一天，和开学
同时进行，2月22日（周一）直接到校
开学。

“我们学校原来是2月21日报
到，22日开学，刚刚老师发了最新

通知，报到推迟一天。”南京一些小
学的家长告诉记者，今年寒假前学
校已经下发新书，所以原来新学期
报到要做的领新书整理课本等事项
就可以简化。一些学校发出的开学
通知明确：2月22日（星期一）上午
8:00报到（比原计划推迟一天）；开
学典礼后按课表上课；带齐相关寒假
作业和书本。

除了开学学业准备，各所学校的

防疫要求也非常细致。一所学校通
知家长：防疫要求的行程卡、苏康码、
体温记录表提前一天上传，一卡一码
（日期均须为 2 月 21 日），一表（从 2
月8日至21日的体温记录表）。还有
学校要求假期中若学生或同住家人
遇到与疫情防控相关的紧急事件请
及时向班主任老师报告。

记者了解到，今年寒假期间南京
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全面封闭管理，加

强校园值守，无关人员一律不得进入
校园，进入校园的人员都要进行登记，
并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确保校园
安全。寒假期间各学校不安排返校
日或返校活动。师生员工寒假期间
非必要不离宁，确需离宁人员需填写
《中小学教职员工、学生、家长寒假离
宁报备表》，并向所在单位报备，做到
离宁人员“一人一档”，行踪可追溯。
各学校严格执行师生及家庭成员健

康状况“日报告”“零报告”制度，及时
上报相关数据。

南京市教育局对于全市学校的
开学防疫要求也非常明确：开学前14
天，所有师生员工要做好每天的体温
检测和记录，并在返校（园）时提交。
对有中高风险地区所在设区市行程
史的师生员工和食堂工作人员还需
查验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中高
风险地区师生员工暂不返校（园）。

晨报讯（通讯员 朱德良 马春
芳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姚均
祥）2月16日18时许，高速十一
大队民警在荷叶山服务区发现一
辆挂有“百年好合”的婚庆招牌车
辆行车轨迹异常，立即上前拦截
检查。

经查，该车驾驶员葛某从未
考取过机动车驾驶证，想用婚庆
招牌遮挡号牌，从而躲避交警检
查，民警对其依法扣留机动车，葛
某将面临罚款 1000 元并处 15
日以内行政拘留。无独有偶，17
日晚9时许，一辆未悬挂号码牌

的兰博基尼“大牛”进入高速十一
大队民警视线中，经查，“大牛”驾
驶员庞某临牌过期后将正式号牌
放在车里未悬挂，民警依法对其
记12分、罚款200元，暂扣驾驶
证。2月17日上午，江宁秣陵交
警中队查到一辆婚车用喜字故意
遮挡牌照，驾驶员称贴喜字是为
了讨个吉利，殊不知已经构成交
通违法，交警对其作出了罚款
200元记12分的处罚。

交警提醒：开车出行切勿遮挡
号牌，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维护交
通秩序。

故意遮挡牌照的车子被查。
交警供图

牛年开“牛”车 故意遮挡号牌均被查

晨报讯（通讯员 水警政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王业全）2月17日，大
年初六，中午12时17分，南京市公安
局水上分局长江大桥应急救生屯兵点
的值守电台突然响起。“长江大桥屯兵
点！长江大桥屯兵点！五马渡广场交
通码头旁边有路人报警：有个男子一
直在往江里走，喊他不上来。请你们
马上出警！”

警情就是命令，吕宏伟立即启
动应急救援工作机制，率员驾艇赶
赴现场。当船艇赶到五马渡游客码
头时，发现一名年轻男子站在码头
栈桥内侧的江水中，江水已经漫过
其膝盖。此处暗流汹涌，轻生者如
若稍有不慎滑落至江水中，后果不

堪设想。老吕一边指挥着船艇慢慢
靠近，一边耐心地做着劝解工作，就
在船艇靠近的一刹那，老吕看准时
机一把抓住轻生者的肩膀，待其没
反应过来时与其他处警的同志合力
将其拉上救生艇。

2月3日，吕宏伟刚刚当选第八
届“江苏最美警察”，这也是吕宏伟参
加应急救生工作以来成功营救的第
20人。2013年11月南京水警建立
长江大桥应急救生屯兵点，始终抢抓
“黄金五分钟”生命救援五分钟，成立7
年来已经救助62名溺水群众，是一座
名副其实的“生命绿岛”。

过了年老吕已经52岁了，但
每一次成功的救援，老吕心中都会

由衷地感到欣慰。老吕说：“救人
嘛，哪还分什么年龄大小，既然我有
这个能力、还有这份热情，那就在屯
兵点继续守护下去！”

最美警察春节里的最美守护

通讯员供图

晨报讯（通讯员 丁清荣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刘通）为保障居民平
稳用气、温暖过冬，1月4日，南京港
华完成了太平南路114号小区管道
天然气安装工作，小区里42户居民
的生活品质得到了极大改善。

太平南路114号小区是一栋独
门独院的住宅楼，共有42户居民且
日常使用的都是钢瓶气，生活用气
不方便。为此，居民向南京港华申
请安装天然气，由于诸多原因，多个
接气施工方案都未能顺利实施。居
民于是拨打了12345政务热线进
行求助。

为解决该处管道天然气安装问
题，南京港华工作人员会同社区多次
到现场勘查，根据周边地形、建筑群

并结合游府西街出新等情况，提供了
更加优化的接气方案，并在第一时间
向涉及方案的各方征求意见。最终，
该方案获得各方的同意。南京港华
随即对该工程进行了立项报批及项
目设计。由于太平南路为交通主干
道，车辆、人员密集，施工中，南京港
华有关部门紧密配合，制定了详细
的施工方案，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
的影响。在此期间，属地社区也积
极配合南京港华，极大促进了项目
的持续推进。

“燃”梦造福千万家，跳跃的蓝色
火焰，将小区居民的心烧得暖洋洋
的。居民们纷纷表示，终于用上了方
便卫生的天然气，大家可以过上一个
热闹年了。

晨报讯（通讯员 刘秋彤 南京晨
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群众事无小
事”。近年来，浦口交通集团充分利
用“12345”政务热线的传话筒，着
力解决群众急难愁问题。2月9日，
104国道及汊河大桥路灯完成春节
前亮灯工作，解民忧、暖人心，照亮群
众出行道路。

前期，浦口交通集团多次接到
市民“12345”政务热线反映，104
国道永宁段缺少照明设施，存在一
定交通安全隐患。接到市民诉求
后，浦口交通集团高度重视，立即
组织人员现场查勘调研，高效制定
实施计划。

经过实地调查，2020年集团实
施的104国道南京北段改扩建工程
完工通车，与此同时汊河大桥右半幅
通车，极大改善了道路通车环境。随
着道路拓宽，车行速度提高，车流量
增大且夜间重载车较多，对路灯的需
求逐渐增加。

为了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切实
排除交通安全隐患，浦口交通集团

加强与地方街道、交警中队的沟通
协调，同步在国余线、绿一路两个
平交路口增设交通信号灯和监控
设施。该工程从方案设计、落实建
设资金到公开招投标、组织现场施
工、办理送电手续等，浦口交通集
团秉持为民服务初心，提升项目推
进速度，精益求精抓管理，全心全
意推进民生事业建设。

经过4个月的突击，104国道
永宁段的照明、监控、信号灯工程
全部完成建设内容并投入使用，
150盏路灯全线亮灯，点亮群众出
行道路，为春节期间过往车辆及行
人再上一把“安全锁”。新春佳节
前，浦口交通集团切实安排春节期
间值班值守，加强人员部署巡查，
保障路灯、信号灯等设施在春节期
间正常运行。

下一步，浦口交通集团将一如既
往坚持“服务不打折”，从群众最关
注、最需要的事情做起，不断增强服
务能力、提高服务质量，将工作做到
群众的心坎上。

太平南路114号居民楼喜通天然气

亮灯引路
浦口交通集团百日攻坚点亮群众出行路

银城幼儿园新春慰问走访暖人心

晨 报 讯（通 讯 员 莫 静 张 楠
南京晨报/爱南京记者 卢斌）大年
初七，正逢节后上班第一天，南京
铁路公安处辖区各大车站相继迎
来春运返程客流高峰。今年的春
节七天长假，火车站客流量为
663436人次，跟去年同期相比增
加31.3%。

为确保旅客返程安全，南京铁
路公安处提前部署，进一步增大面
上警力，加大巡逻检查和治安防控
力度，加强安检查危，强化旅客乘降
秩序维护疏导、突发事件应急处置
及安全检查督导，严密各项安保措
施，确保返程客流平稳有序。

为做好春运返程防疫工作，南
京铁路公安处加强辖区大中客站的
防疫安保措施，与铁路客运部门、
防疫部门紧密合作，在车站进出站
口设置多个便民服务点，配合做好
疫情防控知识宣传、旅客进出站测
温、健康码扫码登记、分区疏散、换
乘通道指引、为老年人提供“一对
一”疑难问题解答等服务。每日增

设多名警、辅力量，协助地方防疫检
测队伍，24小时为来往旅客测量体
温、查验和登记信息，守牢春运疫情
防控关口，严格落实进出站旅客口
罩佩戴率、人体测温率、健康码登
记率的三个“百分之百”要求。同
时设立多支便民小分队，每日24
小时在站区巡防，每支小分队带
有应急口罩、消毒液、常用药品等
装备，提供给有需要的旅客。此
外，加强防疫宣传力度，在车站通
过发放宣传单、设置宣传展板等
方式为旅客开展健康旅行知识宣
传和普及,做好聚集性风险提示，
引导旅客养成扫码、测温、戴口罩、
少聚集、勤洗手、用公筷等健康生活
习惯。

“自春运开始，南京南站因疫情
防控需要，关闭了站内便捷换乘通
道，在站内换乘的旅客需先行出站
测温登记，再从进站口进站乘车，请
尽量预留 40分钟以上的换乘时
间。乘车时请规范佩戴口罩，积极
配合防疫部门进行测温和健康码登

记工作。”南京南站派出所民警张楠
提醒广大旅客。

春节期间，南京铁路公安处共
查获各类易燃易爆危险品11699
批，其中鞭炮315枚、易燃易爆液
体831升、刀具2768把、打火机
1752个；接警452起，盘查重点人
员800余人，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34名；服务帮助旅客65人次，做好
人好事39件，有效净化了管内治
安环境，为旅客营造“安全、有序、温
馨”的出行环境。

南京铁警全力护航春运返程
查获各类危险品11699批

警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