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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加蓝、八三黄、藏青蓝
——漯河“警察世家”三代人传承公安事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张庆伟 文图

回望改革开放四十年风雨历程，我们的国家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漯河公安也伴随着祖国的飞
速发展而成长壮大。一代代漯河公安民警以绝对
对党忠诚的信念，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推动漯河公
安事业传承与发展。在漯河公安民警队伍中，就有
这样一个“警察世家”，从爷爷到儿子再到孙女，三
代人见证了漯河公安的发展与变革。

第一代民警：佩戴老式
“三八”盒子手枪

第一代民警：鲍四季，
1928年出生，1946年入伍，同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 年
留任原许昌地区公安局，原为
地区公安局漯河市公安局治
安科科长。1963年在主持会
议时突然晕倒，后经医治无效
不幸牺牲，终年35岁。

“你的爷爷当时身穿白色
警服，腰里佩戴老式‘三八’盒
子手枪，可神气了！”“这老头
子整天出去走访，一双鞋穿不
了一个月就磨破了！”“你的爷
爷是一个大英雄！”……

12月27日，鲍四季的孙
女鲍晓静对在她家采访的大
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说，在
她很小的时候，奶奶总是怀抱
着她讲述爷爷的故事。在奶
奶的描述中，鲍晓静总是想象
着爷爷的模样进入梦乡。

第二代民警：配备了BB
机和桑塔纳警车

第二代民警：鲍文有，
1955 年出生，原漯河市公安
局源汇分局治安拘留所所长。

1974 年，在时隔 11 年

后，鲍文有继承父亲鲍四季遗
志加入公安工作。那时的公
安局全局只有两部电话，两辆
偏三轮摩托和一辆吉普车，出
警基本全靠步行，局里也只有
几辆自行车，仅供城区外出警
使用。

1986年，许昌地区漯河
市公安局正式更名为漯河市
公安局源汇分局。那一年，工
作责任心强，勤恳踏实的鲍文
有荣升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
探长。经常出差办案的他，连
女儿鲍晓静的出生都错过了。

那时候，鲍文有和战友们
挤在一个小小的办公室里，办
公室里只有一部老式手摇电
话。逐步地，民警配置了数字
BB机，单位里还配了面包车；
后来又配备了桑塔纳警车，鲍
文有和战友们可高兴了，办案
时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儿。

2005年初，漯河市区划
调整后，鲍文有主持公安分局
刑警大队的全面工作。在两
年的时间里，他带领全队侦查
人员，破获各类刑事案件800
多起，先后破获雇凶持枪杀人
案、抢劫杀人案、放火案等一
大批大案要案和现行命案。
长期无规律的生活，使鲍文有
患上了高血压，但他从没考虑
过自己的身体，替别人值班成

了家常便饭。
2007年3月30日，鲍文

有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倒在
了值班室内。在数次下了病
危通知后，后经北京解放军总
医院专家组全力抢救，他才转
危为安。

第三代民警：“智慧警务”
已全面普及

第三代民警：鲍晓静，
1986年出生，2009年8月参加
公安工作，现为漯河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接警员。

鲍晓静刚参加工作时，
110接警系统主机尚在接警
大厅里面，噪音和辐射都很
大，且是一机一屏，下达指令
派警也仅是通过电话拨号，副
主任和内勤都集体办公，7个
接警员同在一间不到20平方
的房间里工作，办公电脑和桌
椅都是共用的。

2016年，漯河市公安局
指挥中心被定为全省改革试
点。全市110接处警基础硬
件设施大大加强，统一安装了
GPS卫星定位和视频摄录系
统，实现与指挥中心对接；建
立了350兆集群设施建设，市
区各接处警单位原有的模拟
对讲机全部更新为数字对讲
机；实现了接报警、出警处警、
指挥调度全程可视化，指挥调
度平台高效集成；出警民警现
场处置时，根据警情性质，所
携警情交互设备可自动弹出
警情处置规范程序、法律依据
及规范用语等，提示指导出警
民警依法规范开展执法行
为。这些“智慧警务”，加强了
公安接处警工作的规范化建
设，也更加快捷便民。

“无论警服的颜色是‘白
加蓝’‘八三黄’还是‘藏青
蓝’，一代代的公安人用他们
朴素生活、踏实工作的态度，
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标杆，清
楚地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怎样工作，怎样对待人民群
众。”鲍晓静说，她会接过爷爷
和父亲手中枪，站好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每一班岗。

闯了红灯，得发朋友圈认错
“怒怼”外卖小哥的漯河辅警 治理交通违法出新招

本报讯 还记得漯河市
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
理示范大队的辅警张威吗？
前段时间，他因“怒怼”不遵
守交通规则的外卖小哥而走
红网络。最近，张威又想出
了新点子，市民闯红灯被拦
下后，都要发条朋友圈“认
错”，不然不能走。

“这个点子也是大家集
思广益想出来的，自12月19
日晚上开始正式实施。”张威
说，在市民闯红灯被拦下后，
他会要求闯红灯者拍一张斑
马线的照片和一张道路交通
指示标志的照片，随后再加
上一句安全标语发布到朋友
圈，凑够10人点赞或评论后

就可以离开了。
“开啥车走啥道，行人都

走人行道；一看二慢三不抢，
生命安全最重要。”这是张威
自编的两句顺口溜，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大家对这种形
式还是比较认可的，没有出
现拒不执行的情况。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陈红改

“的哥”驾车红灯前酣睡
涉醉驾被刑拘

本报讯“的哥”路口等红
灯时睡着，民警赶到时还以为
他身体不适，没想到打开车门
后，却飘出了浓重的酒气……
12月 27日，大河报·大河客
户端从漯河市公安局顺河分
局社区巡防大队了解到，目前
这名“的哥”已因醉驾被依法
刑事拘留。

12月18日早上7时许，
漯河市公安局顺河分局社区
巡防大队接到报警，一辆出租
车停在漯河市区交通路与滨
河路交叉口红绿灯南侧，绿灯
亮了几次却一直停在路口不
走，严重影响了交通秩序。

接到报警后，社区巡防大
队中队长荣胜利带领辅警杨
耀军、朱朔迅速赶到现场，看
到该出租车未熄火、处于怠速
状态，车内一名男子系着安全
带躺在驾驶座上。刚开始，民
警以为男子身体不适，赶忙拉
开车门。可是打开车门后，却
闻到一股很浓的酒味。民警
将男子喊醒，带回大队进行调
查。

经讯问得知，该男子名叫
刘某，当天凌晨1时许，他与3
名朋友聚餐喝酒，4个人喝了
两斤白酒。凌晨3时许，刘某
坐车回家睡觉，早晨6点 30
分左右，刘某驾驶出租车出
车，等红灯时由于太过瞌睡，
便将车座放倒躺下休息，没想
到一躺下就睡着了，直到被民
警叫醒。

经抽血检验，刘某酒精化
验值为208mg/100ml，达到
醉酒驾驶机动车辆标准，涉嫌
危险驾驶罪，刘某对其酒后驾
驶机动车辆的事实供认不
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
四款规定，醉酒驾驶营运机动
车的，吊销驾驶证，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并且十年内不得重
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重新取
得机动车驾驶证后，不得驾驶
营运机动车。

目前，刘某已被漯河市公
安局顺河分局社区巡防大队
依法刑事拘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殷广华

一男子朋友圈辱警被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首席记者 刘广超 通讯员 殷广华

本报讯 因被交警处罚后
心生不满，漯河男子竟在交警
开具的处罚决定书上写下辱
警言论，随后发到微信朋友
圈，被众多网友转发。该男子
最终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
处罚。

12月20日17时许，舞阳
县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一则
侮辱交警的信息在微信朋友
圈被迅速转载，转载的内容为
一张图片，图片显示：一名叫

“贰拾壹”的网友将一张舞阳
交警开具的处罚决定书配以
辱警文字，发布在朋友圈内。
其公然挑战公安民警执法的
行为，引起多名群众不满。

经舞阳县公安局党委安
排，局长屈大浩指示迅速调查
此案。经查，发布辱警信息的
网友“贰拾壹”，真实姓名为郝
某某（现年20岁），其于2018
年10月13日下午1点，在南
京路与富平春路交叉口驾驶
小型汽车由东向西左转时，与
一辆由南向北直行的出租车
相撞，造成车辆损坏的交通事
故。12月20日，经事故处理
中队民警调解，双方达成协

议。
同时，由于郝某某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
的车辆、行人先行的”规定，民
警依法对其处以50元罚款，
记3分。郝某某接受处罚后
不服，在其微信朋友圈发布恶
意辱骂执法民警的言论，泄私
愤。

12月21日上午，舞阳县
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在证据
确凿的情况下，迅速奔赴舞阳
县辛安乡某庄郝某某家中，依
法将其带到舞阳县公安局办
案中心。面对办案民警的讯
问，郝某某如实供述了其发布
辱警信息的实事。讯问结束
后，郝某某对其辱警的行为非
常后悔，在录制视频向办案民
警道歉的同时，也希望广大网
友不要再转载该信息。

目前，舞阳县公安局已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26条第4款以“其
他寻衅滋事行为”的规定，对
郝某某处以7日行政拘留的
处罚。

爷爷鲍四季 爸爸鲍文有 孙女鲍晓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