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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负重前

行；社会安宁，是因为有人忠诚坚

守。无论是在千里之外缉拿凶犯，还

是在大街小巷、社区庭院处理纠纷，

无论是在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疏通

车辆，还是在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

时奋力抢救……他们始终以自己的行

动，让警徽在党旗下闪耀，用坚强的臂

膀筑牢守护百姓的安全屏障。他们有

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警察。

作为这个群体的其中一个，近年

来，邓州市公安局以从严管党治警、

深化教育整顿、锻造公安铁军为保

障，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忠实履行好

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确

保了全市政治安全和社会大局持续

稳定。

在忠诚于党、服务于民、履职尽责

的过程中，邓州公安机关更是不断涌

现英模群体，激发了队伍士气，展现了

良好的公安形象。

□孟向东 曾倩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崇高的事业
需要榜样引领。

5月 25日上午，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
功集体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州市公安局党
委委员、情指联勤中心主任（原新华派出所所
长）贺涛获得“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

“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作为人民警察，
就是要保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贺涛是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工作中，不管案件大
小，贺涛总是肯吃苦，有韧劲，精业务，冲在前，
只为还群众一个真相、一片安宁。

2019年 1月 23日，杨先生正带着两岁多的
孙子在邓州市人民公园玩耍，转头接完一个电
话，发现玩得好好的孙子突然不见了，当即惊出
了一身冷汗，赶紧在事发地点附近寻找，并迅速
报警求助。接警后，民警在走访调查中迅速锁
定拐骗儿童犯罪嫌疑男子为宝丰县人叶某，在
作案后正乘车回平时居住地鲁山县城。

正在漯河出差的贺涛在得知这一情况后，
直接从漯河赶往鲁山，根据研判分析提前到嫌
疑人可能下车的地方守候，当场将嫌疑人叶某
抓获，成功解救被拐骗孩子。

该案从报警到孩子被成功解救，仅用 6个
小时。当贺涛押着罪犯、同行民警抱着被拐骗
孩子平安归来时，孩子的家人激动地抱头痛
哭，得知消息的群众纷纷来到公安局为民警叫
好称赞。

24年的从警生涯，磨炼了贺涛勇于吃苦的
坚强意志，培养了他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顽强
作风，使他在工作中有着一份担当负重和坚定
执着，提及这次获得的最高、最重、最特殊的荣
誉，贺涛言语铿锵：“这份荣誉，属于和我一起并
肩战斗的战友们，是党和人民对公安工作的充
分肯定和高度认可。我将倍加珍惜，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为确保邓州平安作出自己的贡献。”

无独有偶。2020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疫情就是命令，监区也是战场！
在那片高墙内，本就封闭的邓州市看守所迅速
开启“三班制”封闭隔离战时勤务模式，为了确
保监所绝对安全，时任邓州市看守所所长的李
鹏吃住在监区，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连续奋
战108个日夜，实现了邓州市看守所36间监室、
750名在押人员“零疫情、零事故、零病亡、零违
纪、零舆情”的五零工作目标。

“老李去的时候还是个满头黑发、白净帅气
的小伙子，十年如一日坚守在高墙内，现在成了
头发稀疏花白的老头子了。但他很喜欢警察的
工作，我们也很支持他。”虽然十多年没有和家
人除夕团聚过，妻子却很理解李鹏的工作，默默
支持，一人挑起了照顾家里老小的责任。

坚守高墙，铁肩担当。在全体监所民警、辅
警凝心聚力下，邓州市看守所，先后荣获“全省
监管场所疫情防控先进单位”“邓州市十佳政法
单位”等荣誉称号，李鹏个人也被公安部授予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荣誉称号。
……
撑出一片蓝天，护卫一方平安！身边的英模

事迹还有很多，邓州市副市长，公安局党委书记、
局长崔保国表示，邓州公安机关将继承和发扬英
模精神，始终坚持恪尽职守，忠诚履职尽责，以更
加昂扬的斗志，更加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岗位
工作，为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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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邓州市公安局多次受到
公安部、省公安厅、南阳市公安局表彰
肯 定 ，众 多 荣 誉 叠 加 ，如 何 以 此 为 动
力，不骄不躁，永葆初心，着眼办好民
生实事，持续创新社会治理，携手共建
和谐邓州？

邓州市公安局副局长郑锋表示，
今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在邓州市委、
市 政 府 和 南 阳 市 公 安 局 的 坚 强 领 导
下，以“平安守护”“雷霆行动”“砺剑铸
盾”为载体，一个战役一个战役攻坚，
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确保了春节、
全国两会和省两会、清明节和五一平
稳度过，确保了全市政治社会大局持
续稳定，展示了邓州公安过硬的政治
素质、强大执行力和战斗力。并以“观
念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抓手，明确
目标任务，扛起责任担当，组织到位、
措施到位、落实到位，行动迅速，扎实
推进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

聚焦主责主业，抒写公安担当。6
月 7 日至 8 日，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举
行。炎炎夏日大“烤”之下，邓州公安全
程“陪考”，圆满完成护航高考安保工作，
向全市广大人民群众交出了一份满意的

“答卷”。
“为了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高

考前夕，邓州公安以最高标准、最严举
措，组织治安、特警、交警、网警和辖区
派出所等警力，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社
会面‘大清查大管控大整治’行动，对
考点及周边治安和交通秩序进行全面
排查。高考期间，在各考点设立安保
服务站点，抽调治安、交警、特警、派出
所等警种警力组成安保工作组全程进
驻值守，全面加强考场及周边社会面
管控力度，确保了考试期间社会治安
秩序平稳有序。”邓州市公安局副局长
陈无恙介绍。

此外，紧紧围绕影响人民群众安全
感的突出问题，邓州公安始终保持严打
严防高压态势。公众安全感、满意度工
作创历史新高，破获了一批大案要案，有
力震慑了违法犯罪。

聚焦队伍建设，强化履职担当。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再“干净”的现

场也有痕迹可寻。这是邓州民警谢光辉
一直信奉的办案理念。

2020 年 8月 26 日 13 时 40 分，邓州
市龙堰乡周河村刁北干渠附近发生一起

交通事故，人员受伤严重、肇事车辆逃
逸。经勘查，现场红色三轮车右侧厢板、
驾驶座靠椅扭曲变形，车身左侧多部位
有碰擦痕迹，路面附着有血迹，且现场已
变动，别无他证及线索。

由于三轮车驾驶员(刘某)生命垂危、
暂无意识，无法描述案发经过，经走访，
未发现有目击者，且附近无监控设施，暂
无其他线索，侦查工作一度陷入僵局。

为了给伤者寻回公道，时任交警大
队事故中队民警的谢光辉和同事们顶住
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及时调取事发路
段过往车辆轨迹图片及沿途视频监控，
为防止错失任何蛛丝马迹，谢光辉从上
千张过往车辆轨迹图片查找可疑车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大量的视频、照
片中发现一辆号牌为陕KG***的重型半
挂牵引车有重大作案嫌疑。缜密的勘查
很快让逃逸者落网。

邓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
主任刘欣说，不抛弃、不放弃，在部队，
他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
勇士；退伍后，他是满腔热血、刚正不
阿的人民警察。扎根基层 8 年，不管是
在交警岗位还是在特警岗位，他都不
忘“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一朝入
伍，便军魂入骨，从军营转业到警营，
他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

锋”的肌肉记忆，是恪尽职守，心系群
众，谢光辉用实际行动树立了新时代
人民警察的良好形象，赢得了人民群
众的广泛赞誉。

聚焦“护航发展”，全力创优营商环
境。近年来，邓州市公安局积极开展防
范化解重大风险、社会治理、乡村振兴、
大气污染治理等中心工作，深化公安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互联
网+”便民服务，积极开展“万警助万
企”和创建“枫桥式公安派出所”活动，
推进“一村（格）一警”工作等，服务群众
工作水平不断提升。

聚焦“四铁”标准，全力打造过硬公
安队伍。邓州市公安局坚持强化政治建
警、从严治警、从优待警、素质强警，聚警
心，凝警魂，持续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
硬公安铁军。

“邓州市公安局将继续牢固树立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主业主责、
凝聚奋进力量、强化使命担当，以全市

‘观念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聚
焦窗口服务能力、政务事项便利度、作风
问题整治，转变服务观念、提升办事能
力、锻造为民作风，全面深入推进‘放管
服效’改革，大幅提升邓州公安窗口服务
质与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崔保国表示。

引导市民群众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

警营星光竞璀璨
——邓州市公安局先进群体群像

思想武装头脑，引领实践落地见效。
为进一步凝聚警心、鼓舞士气，激励全警

以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和历史主动精神奋进
新征程、建功新时代，5月 29日，崔保国为全市
公安民警讲授以“弘扬英模精神 凝聚奋斗力
量”为主题的党课，和大家一起学习全国公安
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彰大会精神，交流认
识和体会。

“有恪尽职守担使命、夙夜在公护平安的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李鹏；有不忘初心铸警
魂、牢记使命保平安的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贺
涛；有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惧困难破千案的全
国优秀人民警察马哲；有为逝者‘代言’，破解

‘真相’的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全国公安机
关爱民模范，人称邓州‘女宋慈’的女法医李华
敏；有扎根基层、牺牲奉献，被追授为全国公安
系统二级英模的阮枫、卢阁等，他们都是我们
身边的英模，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了突出贡

献，有的献出了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当
天的交流会上，参会人员再次接受了精神洗
礼，大家纷纷表示，要向英模看齐，做恪尽职
守、心系群众的人民警察。要时刻践行共产党
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和人民警
察“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的铮铮誓言，
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力做到心
中有警魂、肩上有担当、脚下有力量，履职尽
责、许党报国，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
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华章，展现人民
警察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良好形象，矢志不
渝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捍卫者。

一个个鲜活的英模事迹，一个个典型的身
边案例，一个个可歌可泣的革命英烈事迹，引
导全市公安民警从英模事迹中汲取无穷精神
力量，激发干事创业、建功立业的决心信心。

据了解，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开展以来，邓
州市公安局坚持将学习英模精神放在重要的

位置，一“讲”、二“看”、三“忆”、四“树”、五
“做”，多维度开展英模教育活动，讲好英模故
事，弘扬英模精神，引导全警学习英模、崇尚英
模、争当英模，取得明显成效。

在工作实践中，邓州市公安局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思想理念，把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英模
教育成效的检验标准，聚焦群众关心关切的

“急难愁盼”问题，围绕主责主业，深入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打击违法犯罪、热情
服务群众，持续推动学习英模教育成果转化为
工作实效。先后涌现出了病房办理户口、上门
办理二代身份证、雨中施救老人、急寻走失老
人儿童等一系列暖心事迹，并打掉了跨区域系
列盗牛案、系列盗窃工程电缆案、公安部

“5.10”背包客案、侵犯知识产权案等一批大案
要案，有力震慑了犯罪、维护了群众利益，得到
了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一致好评，实现了政
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今

年以来，先后有8名民警被南阳市公安局记个
人三等功、23名民警荣获个人嘉奖、30余名个
人受到通报表扬，进一步弘扬了队伍正能量，
展示了英模教育的良好成效。

营造浓厚氛围，赓续英模精神。邓州市公
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李新生介绍，历届局党
委高度重视英模选树工作，经过挖掘选树，队伍
中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叫得响、立得住的优秀
典型，先后有10名民警因公牺牲，其中阮枫、卢
阁被公安部追授二级英模。并在局一楼大厅、
局机关院内、机关大楼走廊等位置，通过建造英
模墙、悬挂展板，充分展示本局英模群体的光辉
形象，营造浓厚的学英模、当英模氛围，潜移默
化中引导广大民警辅警奋力干事创业。在表彰
获奖人员的同时，及时组织英模事迹宣讲会、英
模群体座谈会，通过身边英模现身说法，影响带
动广大民警辅警向英模看齐。有效弘扬了队伍
正气，激发了队伍士气。

全力做好高考安保工作。

组织开展反恐演练。

社区民警到群众家中开展走访活动。

调解矛盾纠纷促进人民和谐。

特警在游园巡逻。 开展110宣传日活动。

一心为民护平安

敢为人先勇担当

无悔初心铸警魂思想引领扬正气

砥砺前行谋新篇重整行装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