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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种职业，群众的
矛盾纠纷需要他们化解，侦查
破案、守护平安是他们的工
作，便民利企也是他们的职责
所在。“很忙”的他们，是群众的
贴心人，是犯罪分子的克星，
还是“平安”的代名词。他们
有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民
警察。今天是第二个中国
人民警察节，本报记者采
访了几位不同警龄的人
民警察，他们之中，有
还在警校就读的“学
警”，有刚刚入职的
“新警”，有能力突
出的骨干，还有
即 将 退 休 的 老
民警。让我们
走近他们，聆
听他们的故
事……③7

□本报记者 徐东坡

“一二一、一二一……”1月 7
日 7时 30 分，在商丘市行政服务
中心大院内，刘建军带领 20名特
殊勤务队队员，开始早操训练。

作为商丘市睢阳区新城派
出所特殊勤务队队长，刘建军

虽已 57 岁，但依然动作矫
健，出拳虎虎生风。

“我从小就想当
警察，穿上警服的那

一 天 我 至 今 难
忘 。 能 够 保
辖 区 百 姓 平

安 ，我 心

里无比自豪。”刘建军说，他1986年开始
从事公安工作，后任派出所民警、所长，
至今已有36年。

刘建军带领的特殊勤务队主要负
责商丘市行政服务中心、睢阳区行政服
务中心信访维稳，以及新城派出所辖区
内社会面巡逻防控、突发性群体性事件
处置等工作。作为队长，刘建军长年处
于备勤状态，要随时处置各种突发情
况。

2018 年夏天，一名精神疾病患者
持刀威胁群众安全，刘建军带领队员迅
速赶到现场将此人控制；2019年夏天，
在“雷霆行动”中，刘建军带领队员摸排
线索，冒酷暑连续蹲守十多个小时，跟
踪数十公里，最终抓获 20 余名网上在

逃人员；去年 8 月疫情防控期间，一名
男子情绪激动，拒绝隔离，刘建军穿戴
好防护装备，向该男子宣讲疫情防控和
法律知识，安抚其情绪，最终使其愿意
配合隔离观察……一个个案事件的妥善
处置，增强了百姓的安全感，刘建军也获
得了河南省“信访维稳先进工作者”、商
丘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等诸多荣
誉。“我做的都是很平常的小事。处置
好每一起案件，守护好一方平安，是我
工作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从警的初心。”
刘建军说。

在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到来之
际，作为一名老警察，刘建军寄语新警员
们：“立足本职工作，从小事做起，把每一
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③8

三十六年 初心不改

□本报记者 王绿扬

最近几天，河南警察学院警察管理
系 2019级公安管理一中队的学警秦泽
森既兴奋又紧张。“能够参与这次省两会
的服务保障工作，为大会的成功召开尽
一分力，我觉得特别光荣。”1月 8日，秦
泽森在电话中对记者说。

秦泽森从小就与警察结缘。“父亲
早逝，妈妈抚养我特别不容易，家里有
事她就经常和片警联系，寻求帮助。好
几次我夜里生病，都是警察带我去医院
看病的。”他说，这使他从儿时起就坚定

了“警察梦”。
通过高考，秦泽森如愿进入河南

警察学院学习。警校的学习生活格外
紧张，要学好专业课程，还要进行体能
训练等。秦泽森说：“我还深入学习了
校友任长霞等许多公安英模的事迹，
让我对‘警察’两个字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

秦泽森手机中保存的几张照片记
录着他的警校生活——和同学们一起
开展义务劳动、暑期实践到高速路口
协助交警疏导交通……照片中，穿着
警服，这个帅气的小伙子总是腰杆挺

得笔直。
不久前，在校成绩优异的他接到了参

与服务保障省两会的任务。“得知有机会
参与这次任务，很多同学都报了名，最终
有十几名同学入选。这次我还担任了团
小组组长，每天晚上服务保障任务完成，
大家一起开会总结当天的工作，都很激
动。”秦泽森说。

明年，秦泽森将大学毕业。他的愿
望是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到社区
当一名片警，“我希望能像小时候帮助过
我的警察一样，从点滴小事做起，在离群
众最近的地方为人民服务”。③5

穿上警服 我就成了你

□本报记者 朱殿勇 王斌

2022年元旦刚过，我省多地又遭遇了新
一轮疫情袭击。公安民警再度出征，防疫卡
口、核酸检测点、高速路口……到处都有他
们的身影。

回望过去的一年，河南千千万万公安民
警斗洪水、战疫情、护民生、保平安，在大战
大考中彰显了“公安铁军”的忠诚与担当。

去年 7月，河南部分地区遭遇极端强降
雨。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人民警察，他们向
水而战、冲锋在前。在受灾严重的郑州，公安
民警全警上路，涉水冒雨开展安全巡逻，徒手
清理下水口的污泥、垃圾，在齐膝深的水中一
趟趟搬运沙袋；在焦作沁阳，公安民警面对河
堤出现的管涌险情果断处置，有人跳入河道，
有人站在堤坡，组成“传送带”，将一个个沙袋
运送到管涌处，泥水打在脸上，用手擦一把，
石块碰伤脚面，咬牙坚持干……

数据显示，抗洪期间，全省公安机关累
计出动警力130.02万人次，处置群众报警求
助9.11万人次，救助被困群众17.89万人，撤
离疏散群众228.67万人。

洪水退去，疫情重来。面对疫情，河南
公安立即启动高等级勤务，在中原大地筑起
一道“藏蓝防线”。

刘景莲是郑州市公安局花园路派出所
的一名退休民警，面对疫情，她第一时间申
请参加所里组织的党员突击队。“虽然退休
了，还是希望为群众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
作。”刘景莲说。老前辈以身作则，青年民警
更是敢于“亮剑”。在执勤点、在社区，他们协
助排查人员信息，为群众提供帮助，有人连续
一个月都不曾回过家，有人一天只顾得上吃一
顿饭……

去年8月，在太康县龙曲镇，受疫情影响，农
民种植的大面积辣椒无法运输出去售卖。急群
众所急，民警们在确保人员、货物绝对安全的情
况下，为群众开辟绿色通道。辣椒卖出去了，群
众的脸上笑开了花。

如何把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去年以来，
河南警方开展了“优化营商环境暨万警助万企”活
动，13317名民警访企业、进厂房，了解企业困难，共
精准联系帮扶企业 13994家；在深化“放管服”改革
上持续发力，推出涵盖 9个办事大厅共 289项便民
服务事项的公安“互联网+”便民服务平台，累计为企
业、群众提供服务 1.99亿件（次），推动落地 8类电子
证照应用场景，已制发公安电子证照2.61亿个。

助力平安建设，是人民警察职责所在。结合全省正
在开展的“三零”平安创建，公安民警以深化“一村（格）
一警”工作为抓手，走村入户，开展矛盾排查化解等工
作，围绕防范电信诈骗、疫情防控等进行宣传，筑牢了平
安建设的基层阵地。

去年，省公安厅组织开展了“警旗映初心”全省公安英
模先进事迹演讲报告会，宣传推介英模，弘扬英雄精神。榜
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去年以来，中原警营英雄辈出。暴雨洪
流中勇救群众被洪水冲走又自救归来的新密市公安局民警
杨旭恒，舍命挡刀、身负重伤仍死死抓住凶徒不放的扶沟县
公安局民警张宁博，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献出宝贵生命
的汝州市公安局民警叶光辉……正是有了他们的勇敢守护，才
有了中原大地的和谐平安。

1月 10日，是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公安民警们依然
奋战在抗击疫情的一线、执勤走访的路上、侦查破案的途中。

“忙”，是他们过节的关键词。
平安河南，感谢有你守护；人民警察，祝你节日快乐！③6

图① 1月 8日，在连霍高速郑州市花园路入市卡口，郑州市公
安局的交警与金水分局的巡特警在岗位上宣誓，迎接即将到来的中
国人民警察节。⑨6 刘书亭 摄

图② 1月 7日，新乡市育才小学明德校区的少先队员，为执勤
的交警、辅警送上了腊八粥。⑨6 赵云 摄

编者按

拿好接力棒 守护万家安

□本报记者 惠婷 周晓荷

8点参加派出所晨研判会，9点进行
涉案财物价格鉴定，11点检查辖区宾馆电
子身份证推广情况，13点受理一起盗窃
案，14点远程提审犯罪嫌疑人，16点接到
涉疫指令核查人员轨迹，19点检查辖区娱
乐场所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这是
1月 7日，济源玉泉派出所值班民警毛念
伟的普通一天。

24岁的毛念伟是位警察“新兵”，但他
对派出所再熟悉不过。“我爸爸也是个民
警，我就是在派出所长大的。”毛念伟说。

毛念伟的父亲叫毛立争，是济源家喻

户晓的“活地图”。他总是骑着一辆电动
车走街串巷，辖区里哪户人家几口人、出
租了几间房、房屋什么结构全都摸得门儿
清，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我爸爸很朴实，从没跟我讲过大道
理，说得最多的就是要有责任心、要感恩。”
回忆起去年离世的父亲，毛念伟轻声说。

2014年，拿到父亲肺癌中晚期诊断
书的那天，16 岁的毛念伟一夜长大。
2016年，他把一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送到了父亲手里。大学里，毛
念伟积极上进，参与多项重大政治事件安
保任务，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毕业时，
他毅然回到了父亲一生守护的家乡。

回到小地方，面对的多是“家长里
短”。去年，有名妇女偷了别人家地里的
玉米被告到派出所。妇女哭着说：“孩儿
他爸没了，就剩我带着俩孩儿，日子不好
过，孩子想吃玉米。”毛念伟多方核实了
她的说法，被偷者得知情况后主动要求
公安机关不处理，还送了一车玉米给这
名妇女。“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在基层办
案，很多时候要用心用情去执法。”毛念
伟说。

正是在处理一件件像这样“鸡毛蒜
皮”的案件中，毛念伟对父亲有了更深的
理解：警察的荣耀，就藏在宁静的万家灯
火之中。③6

疫情不退 警察不退

□本报记者 刘海涛 周青莎

“您好，是×××吗？我是周口市公
安局的，根据疫情防控要求，有几个问题
需要向您了解一下。”

“您现在的具体位置是哪里？”
“请问您最近是否经过或去过中高

风险地区？去过哪些地方？”
……
最近，这些问题，周口市公安局犯罪

侦查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肖保华已经记不
清自己重复了多少遍。

接到疫情防控的紧急指令后，肖保
华带领3名同事迅速投入流调工作。每
天，他们都要根据最新的疫情进展情况

对重点人群进行耐心询问、细致记录，利
用大数据对每一位重点人员的行动轨迹
进行分析研判，然后将汇总报告上报给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

“时间紧，任务重，早一秒将情况核
实清楚，就少一分疫情传播的风险，我们
的工作就是与时间赛跑。”1月 9日，肖保
华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

流调工作琐碎而繁重，为了保质保
量完成任务，肖保华和同事经常加班到
深夜，次日早上六点多起来抹把脸就又
投入新一天的“战斗”。除了流调工作，
肖保华还要挤出时间研究刑事案件，做
好打击犯罪的工作。“干我们这一行，吃
饭从来没有准点儿过，捧着盒饭三口五

口搞定，早就习惯了。”电话里，肖保华轻
描淡写地说。

在刑事侦查一线工作了 27 年，从
侦查员到业务骨干再到一队之长，肖保
华练就了出色的侦查能力，不管现场情
况如何棘手，他总能冷静应对，果敢出
击。

自 2015年担任犯罪侦查支队一大
队大队长以来，肖保华带领大队民警打
赢了一场又一场硬仗，连续 6年实现命
案全破。2021年 7月，他被授予全国公
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疫情不退，警察不退。无论侦查办
案还是抗击疫情，都是人民警察义不容辞
的责任。”肖保华的语气坚定而有力。③8

河南警察学院学警 秦泽森

商丘市睢阳区新城派出所
特殊勤务队队长 刘建军

济源玉泉派出所民警 毛念伟

周口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
一大队大队长 肖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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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二个

中国人民警察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