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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盈锡城，需要社会的坚守，需要
舆论的力量。12月16日，市见义勇为基
金会联合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举办第四届

“无锡见义勇为好新闻”颁奖仪式，表彰了
35篇（条）“无锡见义勇为好新闻”和颁发
了3个特别奖。

自2020年12月以来，各新闻媒体、
新闻工作者、新闻队伍见义勇为志愿者和
各级见义勇为组织充分发挥舆论的力量，
围绕宣传杨晓君、陈传香、郝转平等重大
先进典型和身边的凡人义举，召开第六届
见义勇为先进表彰大会，表彰见义勇为新
市民，组织《无锡市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
人员条例》执法检查，开展新春走访慰问，
见义勇为宣传日，见义勇为主题宣传车，

参与东西部协作慈善行动等重大活动和
事件，不断营造舆论氛围，大力弘扬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在全社会形成了“人人崇
尚见义勇为、人人支持见义勇为、人人践
行见义勇为”的浓厚氛围。这一年来，各
级媒体共刊播反映我市见义勇为工作、褒
扬见义勇为英雄、弘扬见义勇为精神的宣
传报道400余篇（条）。

另设三个特别奖，勉励各新闻媒体树
立鲜明的舆论导向，让见义勇为成为新时
代社会风尚。

如何更好地充分发挥舆论力量、推
动我市见义勇为事业高质量发展？市见
义勇为基金会负责人表示，各级见义勇
为组织和各新闻单位、广大新闻工作者

要着力提高政治站位，树立见义勇为的
鲜明导向，引导全社会形成见义勇为的
价值共识，着力打造扶正祛邪、正气充盈
的见义勇为舆论场。要着力加强专题策
划，讲好见义勇为的无锡故事，贴近实
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用笔触、镜头、
话筒、网络等传播诠释新时代见义勇为

“群英谱”，让凡人义举绽放道德之光、文
明之光。要着力创新传播手段，营造见
义勇为的浓烈氛围，在充分依靠传统媒
体的同时，适应融媒体、全媒体时代需
要，不断创新传播手段，实现网上网下一
体、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联动，真正让正
能量拥有大流量。

（张子秋）

充分发挥舆论力量 讲好无锡正气故事

35篇（条）新闻报道获评
“无锡见义勇为好新闻”

初识杨晓君是2019年1月份，他第
一次救人的时候，我就在新闻媒体上注意
到他了。当时他是一名普通的城管队员，
在一次夜间散步期间，遇见一个醉酒的父
亲带着孩子轻生，他奋不顾身地跳下河去
救人。无锡的1月份是很冷的季节，跳入
寒冷刺骨的水中，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他的这一举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非常有缘的是，当我跑城管新闻条线
没多久，就再次遇上杨晓君救人的事。对
于一名工作10余年的新闻工作者来说，
救人的事常常遇到，但在这么短的时间
内，同一个人救下3条人命，这是多么英
勇的见义勇为行为！所以，当杨晓君获得
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央视前来约

稿时，我是带着崇敬的心情前去采访的。
见到杨晓君觉得他十分朴素。两次

救人后，杨晓君先后获“无锡好人”“江苏
好人”“无锡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江苏
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江苏省道德模
范”“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但他
仍然保持一颗平常心。因为在他看来，
就是做了一件“普通的事、大家看到都会
去做”的事情。果真如此吗？第二次救
人的时候，围观者众多，但只有杨晓君第
一时间跳下河去救人。他这行为并不普
通，只有心怀大爱、不顾自身安危的人才
会毫不犹豫去做。他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的举动，实实在在彰显了我们新时代青年
见义勇为的英雄本色。

我们的新闻报道力求生动地再现杨
晓君当初救人的情景，为的就是让观众看
到，杨晓君的见义勇为精神值得学习，也
要让杨晓君知道，获得这些荣誉，他值
得！新闻播出之后，在社会面迅速传播，该
新闻还在网络上形成热搜，网友纷纷留言：

“被救者太幸运了，他们遇到的是杨晓君！”
还有网友说：“如果换作我，可能会犹豫，但
是一犹豫，落水者可能就失去生命了。”

生命是无价的，正是因为杨晓君的及
时出手，3条人命才得以拯救。真实记录
传播像杨晓君这样的见义勇为新闻，为的
就是弘扬见义勇为精神，让社会充满正
气、正义，充满大爱。

（李尚静）

记者眼中的杨晓君

近日，3名可疑人员于凌晨时分溜
进滨湖区南泉街道某小区行窃，3名值
班保安见义勇为，密切配合，将不法分
子制服。

10月19日凌晨1点多，南泉街道某
小区，值班保安老邓、老罗在电子监控中
发现有3个黑影鬼鬼祟祟进入小区。两
人立即分工，老邓盯住监控，老罗一路跟
随可疑人员观察情况。只见3名可疑人
员将东大门主通道上一辆汽车门打开，
随后又将南北主通道上一辆汽车的车门
与后备厢打开，于是老罗当即报警，并
继续进行跟踪。可疑人员发现有人跟
踪，立刻跑到地下车库，打开一辆汽车

车门，躲藏在车门后。老罗、老邓沉着
冷静，迅速电话报告保安队长老燕，老
燕很快赶到。3人持强光电筒、对讲机
及防身器材再次进入地下车库。3名可
疑人员惊慌逃跑至10号楼。为防止对
方作出不利于业主人身安全的行为，3
名保安奋不顾身，勇敢上前将3人制服。

当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3
名保安都已年过花甲，民警竖起大拇
指。事后，有人问他们当时是否害怕，老
罗回答：“情况紧急，由不得我们害怕。”

3个保安的见义勇为行为已被警方
认定，业主们说：有这样尽职尽责的保
安，小区住得放心、安心。 （白丁）

仨保安见义勇为众人赞

今年年初，江

苏江阴公安机关从

一条群众举报的线

索入手，成功破获

部督“4·3”特大盗

掘、倒卖文物案，抓

获犯罪嫌疑人 58

名，追缴瓷器、漆木

器、金银器等各类

文物1100余件，其

中包括2件国家一

级文物——龙泉窑

青釉八方盏、龙泉

窑青釉鬲式炉。

近日，惠山区见义勇为基金会作出
决定，给勇擒歹徒协助警方破案的外卖
小哥王坤予以见义勇为奖励。

24岁的王坤来自安徽安庆，从事外
卖员工作。2021年10月27日晚6点，
他驾电动车至惠山区玉祁街道海瑞路
送外卖时，突然听见有人大喊“抓小
偷！”随后见一黑衣男子向他这边跑来，

一群人紧追其后。王坤当即下车，果断
上前拦截。他一把抓住黑衣男子，对方
拼命挣扎，并从口袋中掏出一把水果刀
乱舞，将其右手中指和无名指刺伤。王
坤毫不畏惧，奋力将黑衣男子按倒在
地，直至民警赶至现场。

落网男子任某系流窜作案人员。经审
查，警方破案抢劫案1起，盗窃案3起。（惠勇）

外卖小哥勇擒歹徒获奖励

男子深夜包车倒卖文物

2020年12月13日，江阴气温极低。深
夜，两名男子包下一辆出租车，向江西景德
镇方向出发。

“谈好价格了吗？”
“七七八八。”
“那你要出货了？”
“应是南宋早期官窑，做工一流，能有好

价格……”
一路上，两名乘客神采飞扬，言语之中

透露着得意。
此时，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正在全国

公安机关如火如荼进行着。江阴警方在文
玩市场、寄递物流及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场
所走访时，获得上述线索。

江阴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案组，刑侦、
网安等警种部门协同作战，很快明确线索中
的两名乘客为常年在江阴从事地下文物交
易的唐某、周某。

“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从景德镇返回江
阴不到1个月，唐某以现金全款支付的方式
新购一辆价值25万余元的越野车。”有着丰
富刑侦工作经验的江阴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大队长石良红敏锐地意识到，“买车现金有
可能来自倒卖文物非法所得”。

案件经逐级上报后，被公安部列入督办
案件。公安部刑侦局部署指挥江苏省、市、
县三级公安机关抽调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
全力开展侦查攻坚。

然而就在此时，唐某忽然向江阴市博物
馆捐赠一块墓志铭，并对外声称“再也不碰
出土文物了”。

唐某落网后交代，得知公安机关正在开
展打击文物犯罪专项行动，他主动捐献文
物，妄图以此混淆警方的侦查视线。

唐某没有想到的是，专案组及时调整思
路，从外围关系人入手厘清犯罪团伙的架
构。经过数月侦查分析，一个以唐某、杨某、
赵某等人为核心的地下文物犯罪团伙逐渐
浮出水面。

顺藤摸瓜抓获嫌疑人58名

今年3月，专案组掌握一重大情况：经杨
某介绍，赵某想把在四川出土的梅瓶卖给文
物贩子胡某。

考虑到文物犯罪交易极为隐蔽，文物藏
匿地点不易发现，专案组决定在嫌疑人交易
时实施抓捕。

4月3日深夜，在杨某的住处，正在交易
的杨某、胡某、赵某3名犯罪嫌疑人被江阴民
警当场抓获。

参与抓捕行动的江阴市公安局刑警大

队民警高宇超介绍，警方当场扣押赃款55
万元和1个梅瓶。后经鉴定，此梅瓶为宋
代青白釉刻划花花卉纹梅瓶，系国家三级
文物。

经讯问，杨某、胡某交代，在完成梅瓶
交易后，还欲前往陶某处购买 1个粉盒。
警方循线追击，顺利抓获陶某并缴获1个
粉盒，同时查扣大量疑似涉案文物。粉盒
后经鉴定为宋代青白釉盖盒，系国家三级
文物。

深夜乘车前往景德镇，唐某、周某到底
为了何事？杨某、赵某等人落网后，专案组
重点围绕唐某、周某二人至江西倒卖文物的

线索开展讯问。
“倒卖的文物是在江阴城区某建筑工地

刚出土的宋代八方杯，他们在交易中获利颇
丰。”杨某向警方交代。

专案组立即抽调精干警力，对唐某、周
某等涉案人员同时收网。

经过侦查，犯罪团伙的关系网络逐渐清
晰——

2020年11月，周某飞等人在江阴城区
某建筑工地作业时，发现了2座宋代墓葬。
他们使用挖掘机等，盗掘、窃取30余件随葬
文物，分别倒卖给唐某等人并分赃。随后，
唐某伙同周某将文物高价售出。

“该案明显呈现职业化犯罪特点。盗掘
人员从网上购买金属探测器等专业作案工
具用于勘探，同时与文物贩子合作，逐步形
成盗、销文物一条龙。”高宇超介绍，截至目
前，专案组抓获犯罪嫌疑人58名，核破盗掘
古墓葬案件5起、倒卖文物案件27起，全链
条打掉了一个盘踞在江阴的盗掘、倒卖文物
犯罪团伙。

辗转9省追回文物1100余件

“每一起案件背后，都有一批亟待回归
故里的文物。”江阴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按照涉案文物“上查来源、下追去向”的
原则，专案组针对涉案人员的住处、仓库、车
辆及古玩店内搜查扣押的疑似文物进行溯
源，开展多轮次集中收网行动，辗转9省20
余地追回涉案文物1100余件。

胡某落网后供述，其与安徽籍文物贩子
程某合谋，共同出资6万元购得2个粉盒，现
存放于程某在安徽铜陵经营的一古玩店内
售卖。

刻不容缓，专案组立即赶赴安徽抓获程
某。令警方没有想到的是，在得知胡某被抓
后，程某已将粉盒转移至北京朝阳区一古玩
店的保险箱内。

然而，当专案组马不停蹄押解程某至
北京搜查时，保险箱内的粉盒早已不翼而
飞。警方立即调取古玩店的监控，发现程
某的妹妹已偷偷将粉盒转移至安徽青阳。

专案组随即前往安徽青阳，最终追回藏
匿在农村住房阁楼内的2个粉盒。2个粉盒
后被鉴定为五代至北宋的青釉刻花盖盒，分
别系国家二级文物、国家三级文物。

此外，据唐某交代，其将八方杯、三足炉
2件瓷器，以160余万元的价格倒卖给文物
贩子颜某。

专案组火速赶赴江西景德镇，将颜某抓
获并成功追缴两件涉案文物。经专家鉴定，
2件文物分别为宋代龙泉窑青釉八方盏、宋
代龙泉窑青釉鬲式炉，均系国家一级文物。

（宋灵云)

连续出击 追缴各类文物1100余件
部督江阴“4·3”特大盗掘倒卖文物案侦破纪实

江阴市见义勇为主题公园景观小品：《英雄赞歌》。

遗 失

无锡市公安局食药
环支队江孝敏遗失警官
证：028976

无锡市公安局经开
分局郭亮遗失警官证：
021701

认尸公告

2016 年 10 月 23
日，无锡市梁溪区永丰
路耕渎河内发现一具无
名尸，女性，60岁左右，
上身外穿灰色毛衣，内
穿红色衣服和绿色内
衣，下身外穿格子形长
裤，内穿白色内裤，脚穿
蓝色休闲鞋，尸体腹部
有手术伤口，伤口上固
定有医疗用塑料袋。请
家属或知情者速与南禅
寺派出所联系。公告刊
登后25天内截止,逾期
将作无名无主尸处理。
联系人：袁警官、华警官
电话：0510-85058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