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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穿上
“警服”，
是另一种付出的开始

浔城志警 爱洒浔城
奉献爱心
帮助困难家庭
“减负”
初次见到“浔城志警”这群可爱的志愿者时，
他们正在协会会长徐晓洋的带领下往怡康苑困难
户代国军一家送生活物资，而这仅仅是他们帮助
的其中一个困难家庭。
代国军与妻子杨献辉都是湖北人，1992 年夫
妻俩一起来到九江生活。代国军从小就患有小儿
麻痹症，虽然双腿无法正常走路，但头脑却灵活。
夫妻俩来到九江后，代国军就买了辆残疾人三轮
车谋生，杨献辉则在附近找些工作，生活不算富裕
但已然能够自足。
然而一家人的生活却没有这样平静下来，由
于长时间缺乏运动，代国军的高血压非常严重，屡
次出现脑梗，最终完全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而且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为了照顾丈夫，杨献辉
辞掉了工作，只能依靠社区帮忙办理的低保勉强
度日。15 年来，杨献辉却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杨献辉的经历被“浔城志警”的志愿者们得知
后，他们立即组成了一支帮扶队伍，准备与杨献辉
一起渡过难关。
“我们从协会挑选了一些有技能的
人，每周上门为代国军做康复性按摩，同时还通过
自愿报名的形式，召集了几名志愿者，每周上门帮
杨献辉打扫家里的卫生。”一名志愿者告诉浔阳晚
报记者，听说杨献辉 15 年来坚持照顾瘫痪在床的
丈夫，他们也很佩服，所以就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帮杨献辉减轻一些生活负担，而且这件事情
他们会一直坚持下去，
正如杨献辉一样不放弃。
“只要我自己能过得去，我也不愿意麻烦别
人，所以从来没有向别人求助过，没想到他们会主
动上门为我们送钱、送物，还帮我丈夫按摩，打扫
我家里的卫生。这让我心里非常温暖。”说到这里
杨献辉不禁流下眼泪，她告诉浔阳晚报记者，丈夫
瘫痪在床之后，她都没有哭过，没想到这次却被
“暖”哭了。

参与巡逻
争做社会治理
“协管员”
除了帮助困难家庭，
“ 浔城志警”还参与社会
治安管理，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打造平安和谐浔
阳。自成立以来，
“浔城志警”志愿者们在步行街、
“两湖”及社区开展巡逻巡查服务，参与巡逻巡查
执勤 5189 人次，协助民警发现并及时处理治安问
题 162 人次，帮助群众 278 人次。同时，还为公安
机关提供线索 82 次，成功捣毁 3 个传销窝点，赌博
场所 2 个，
涉黄场所 1 个。
吴冬玉是“浔城志警”最早一批的志愿者之
一，今年 60 多岁的她参加了“浔城志警”的多项活
动，但最喜欢的还是晚上去“两湖”巡逻。独自带
孙女在九江生活的她，还在文化宫开了一家店，但
只要“浔城志警”有活动，她就会关上店门参加活
动。
“ 虽然参加志愿活动会影响一些生意，但我觉
得还是值得。”吴冬玉说，只有加入进来才会发现
这项活动的意义。吴冬玉告诉浔阳晚报记者，自
从参加“两湖”的巡逻以来，她与其他志愿者一起
发现了很多安全隐患，也处理了很多纠纷，而从这
些琐碎的事情处理中，她体会到了警察这个职业
的辛苦。
“有一次在巡逻的时候，我们在湖边发现一段
电线断了，还在地面上冒着火花，为了防止走湖的
市民受伤，我们立即将这一块围了起来，并上报协
会，由协会跟相关部门协商，处理这件事。还有一
次我们在巡逻时发现一位老人走路的姿势有些怪
异，走一步退两步，我们便立即联系协会将老人送
回家中，后来知道老人住了院，我们还去看望了他
……”吴冬玉说，在巡逻过程中遇到了很多这样的
事情，也调解了诸如狗咬人等许多纠纷，市民也比
较配合他们的工作。
“为了保障我们的安全，
巡逻时，
我们还带了
‘八
件套’
，
其中有防割手套以及急救包等。公安部门还
专门为我们进行了培训，
教会了我们使用方法及处
理纠纷与突发事故的方法。
”
吴冬玉说，
一旦发现突
发事件，
他们便会第一时间联系公安部门，
然后在保
障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处理。
“在很多事情中，
我们还
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也让我们收获了一些满足感，
毕竟我们也为九江的平安贡献了一份力量。
”

□ 浔阳晚报记者 祝冬平 梅俊/文 欧阳海员/摄
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平时他们在各行各业奔波，关键时刻就会穿
上“警服”捍卫城市的安全；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2000 多名成员分布在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用他们的方式默默付出着；这是一支有爱的队伍，在
这个城市，无论您遇到大事、小事、难事，他们都会及时出现，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他们就是
“浔城志警”
——全省首支志愿者警察队伍。
浔阳区浔城志愿警察协会（下简称“浔城志警”
）自 2017 年 5 月份成
立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先后被评为“九江市第二届优秀志愿服
务项目”
“九江市禁毒公益先进单位”
等荣誉称号。

副市长、
公安局长张荣先看望“浔城志警”
。

浔阳区副区长、
浔阳区公安分局局长刘松在“浔城志警”指导工作。

“浔城志警”
风采。

“浔城志警
浔城志警”
”
看望困难患者。
看望困难患者
。

守护学校
轮流站岗排查校园周边隐患
护 校 岗 也 是“ 浔 城 志 警 ”的 一 项 品 牌 工
作。符桂莲就是护校岗的一名志愿者。今年 5
月份加入“浔城志警”这个团队以来，她先后参
加了社区巡逻等活动，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在湖
滨校园桃园校区护校岗。
“我们这个学校护校工作启动得比较晩，
还
不到半个月，但已经有四五十人加入。”符桂莲
说，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志愿者们都会自己主动
报名接龙，然后到了早上上学和下午放学的时
候，
志愿者就会按照报名的顺序到岗护校。
在符桂莲看来，护校工作的责任也十分重
大，因为他们不仅要维持校园周边的交通秩
序，还要及时处理突发事件，防范校园暴力与
校园犯罪。
“特别是放学的时候，接孩子的家长
比较多，校园外挤满了人，车辆也很多，对于孩
子来说，安全隐患非常大，所以我们就要维护
好秩序，让孩子们安全回家。”
与符桂莲一样，徐亚瀚也是一名护校志愿
者 ，但 不 同 的 是 ，徐 亚 瀚 守 护 的 是 自 己 的 学
校。徐亚瀚是江西财经职业学院的学生，今年
6 月份，他看到了“浔城志警”的宣传活动，觉得
非常有意义，就主动加入到这个团队。
“仅我们
学校就有一百多位学生志愿者，我们经常集合
在一起训练，而且基本上每天都要进行校园巡
逻。”徐亚瀚说，在巡逻的时候，他们还抓住过
一个潜入学校的诈骗犯，而这件事情也让学校
及同学更加认可他们。
“那天晚上，我们在巡逻时，发现宿舍门口
有一个行迹比较可疑的人，所以就立即与学校
安保处联系，然后将这个人送到了派出所，才
发现他是一名有前科的诈骗犯。”徐亚瀚告诉
浔阳晚报记者，志愿活动真的非常有意义，不
但守护了校园安全，还让他们学习到了很多知
识，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

齐心聚力
警民联动助力和谐平安浔阳
据了解，
“浔城志警”是市公安局浔阳区分
局推进社会治安管理，调动广大热心志愿者，
凝聚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公益服务
项目。目前，该协会设立了“五部一团”
（即综
合部、培训部、装备财务部、项目策划部、外联
宣传部和志警艺术团）等常规部门。每周根据
实际的警务活动状况，在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安
排志愿者参与到相应的警务活动中，实现志愿
服务与公安工作有机结合。
“‘浔城志警’的主要职能就是加强社会治
安管理，缓解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的压力。在所
有志愿者共同努力下，这几项工作都做得非常
好。”
“浔城志警”协会会长徐晓洋说，成立一年
多以来，
“浔城志警”已经初步构成警民联动机
制的“三级网络”
（依托社区居委会成立社区志
警分队，依托各街道派出所及综治办成立街道
志警中队，协会总部及浔阳区分局），上下联
动，协调有力。志愿者在各自辖区配合相关部
门开展民调评警、巡逻巡查、违法犯罪线索举
报、治安隐患排查、入户走访宣传、矛盾纠纷调
解等工作。让违法犯罪等事情在基层得以发
现、得以化解，实现联防联控、群防群治，切实
将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及时发现并制止。
“再加上护校岗及高校中队等志愿者的加
入，我们基本上在九江城区构建了一个很大的
防护网络，可以很好地助力和谐平安浔阳的建
设。”徐晓洋说，协会还特别成立了“心防工程”
巡回宣讲项目组，走进社区，为社区居民开展
防诈骗、防传销、防毒品等活动，提高社区居民
的安全防范意识，做好自我保护。从成立以
来，
“浔城志警”已先后开展了节日和重大活动
安保、烟花爆竹禁燃禁放宣传、
“ 心防工程”、
“家·校·社”青春护航行动、护校安园、助力中
高考、
“ 两湖一街”巡逻等活动，累计服务时长
达 14200 小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同
时也成为打造平安和谐浔阳的一张
“名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