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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
日行动’，我们的巡逻力度
又加大了，大家每天的微信
步数都在2万步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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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斌 本报通讯员 苑磊

“爸爸，我终于知道了你工作的辛
苦和不容易，你是我的骄傲，我爱你！”

8月 24日，刚刚结束鹿邑县公安局
组织的“筑梦启航薪火相传”民辅警子女
夏令营活动的11岁王楚涵拿出手机，给
出差办案的爸爸王文杰发了一条表白。

看到信息，王文杰欣慰地笑了。
“局党委把我们的后顾之忧都考虑

到了、解决好了，我们干好工作的劲头
也更足了。”王文杰说。

全省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鹿邑县公安局全
体民辅警闻令而动、尽锐出战，取得了

阶段性胜利。
全体民辅警在一线辛勤付出，他们

的“急难愁盼”，局党委始终挂在心头。
为进一步激励民辅警全身心投入“百日
行动”之中，该局党委决定组织开展首届
民辅警子女“筑梦启航薪火相传”夏令营
活动，邀请适龄民辅警子女走进警营，让
孩子们在父母的工作环境中真切体验，
在父母的职业中有所感悟，增进亲子感
情、学习警营知识、强健“警宝”体魄。

“真酷！长大以后我也要当警察。”特
巡警队员的防暴操演练、交警铁骑队员的
摩托车特技表演、科技范儿十足的警用装
备展示都让“警宝”们连连叫好。在观看
电视专题片过程中，不少孩子看到父母在

雨雪中辛勤工作的镜头，不禁潸然泪下。
“警宝”朱梓珩说：“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
了解我的爸爸，我骄傲我是警察的孩子。”

三天两夜的夏令营活动采取封闭
式管理，沉浸式体验、互动式教学，寓教
于乐，丰富多彩。

筑梦启航，薪火相传。“警宝”夏令
营活动不仅让警属们更加理解和支持
民辅警工作，更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
警辅警的工作积极性。

鹿邑县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韩凤
城告诉记者：“我们将进一步做细做实暖
警惠警励警措施，让全县公安民辅警始
终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工作当中，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③9

2020年 8月 26日，习近平总书记向中国人民警察队

伍授旗并致训词，强调人民警察要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

法公正、纪律严明。两年来，全省公安民警牢记训词精神，

在守护中原大地平安的进程中步履铿锵。今天，让我们走

近最基层的派出所民警，听听他们在践行训词精神、护航

“十大战略”、守护群众安宁方面的感人故事。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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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殿勇 王斌

“感谢咱们民警为企业开辟了办
理户籍专场，员工们现在安顿下来
了。”8月 23日，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
区分局龙子湖派出所，一名企业负责
人专程赶来向民警表达谢意。

龙子湖派出所辖区内有科技元素
满满的龙子湖智慧岛，目前已有70多
家知名高科技企业入驻。而做好助企
工作，也成为民警们的工作日常。

用所长时钟的话说，大家在助企
方面有“三拼”。

一拼脚力。龙子湖派出所辖区
内企业多，多走多问多看，是大家的
工作诀窍。在辖区的重点企业、重点
工程的施工工地，总能看到民警的身
影。消防设施是否配备到位、存在哪
些治安隐患，他们都会细心查看。“尤
其是最近，围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

‘百日行动’，我们的巡逻力度又加大
了，大家每天的微信步数都在 2万步
以上。”社区片警赵云告诉记者。

二拼服务。结合“万警助万企”
活动，该所实行民警分包企业制度，
定期上门问需于企，全力为企业排忧
解难。辖区一企业因项目施工问题
和施工方产生纠纷，一旦停工，严重
影响企业后续入驻进度。民警们顶
着炎炎烈日去工地做调解工作，项目
施工得以继续进行。

为服务好企业，该所还有一系列
暖心之举，如设置涉企矛盾纠纷化解
专班、为企业员工开辟办理居住证“绿
色通道”、协调企业员工子女入学……

“看到你们，我们感觉来这里投资办企
业是正确的选择。”经常有企业工作人
员为他们点赞。

三拼效率。“所里配有高清显示
大屏，可实时监控辖区内主干道、重
点部位的情况，一旦发案，可通过监
控倒查，迅速破案；同时，我们正在推
动‘智慧社区’建设，积极构建立体
化、智能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更
好为企业发展护航。”时钟介绍。

“三拼”拼出了人民警察的精气
神，更拼出了一方平安。

8 月 24 日 18 时许，伴着夜色，
龙子湖畔这支警队的夜间巡逻又开
始了。③9

□本报记者 徐东坡

青山环抱，丹汉汇流，在淅川县九
重镇陶岔村，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源头安
置于此。在这里，有一个专为保护渠首
枢纽和库区水质安全而设置的公安机
关——淅川县公安局陶岔派出所，被誉
为“南水北调中线第一哨”。

8月25日上午，陶岔派出所所长赵俊
和同事从警务室出来，登上巡逻车，开始
了一天的巡逻。

“我们每天巡逻20多公里，除乘车沿
干渠巡逻外，在渠首附近1公里范围内还
要步行巡逻，对重点部位、场所重点关注，
以及时发现安全隐患。”赵俊说，去年12月
24日冬夜，两艘捕鱼船进入库区陶岔区
域，他带领民警蹲守至第二天凌晨5点，成
功处置了这起可能污染库区水源的案件。

“非法捕捞、垂钓行为对水质危害

较大，是我们打击的重点。”赵俊说，随
着《河南省南水北调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条例》的实施，水源保护意识日益深入
人心，目前非法捕捞已不多见。

自 2014 年南水北调中线通水以
来，陶岔派出所围绕“保水质、护运行”，
创新推行“源头+”模式，确保中线通水
8年来无事故，被命名为全国“枫桥式
公安派出所”。

在
陶岔，有
一名身有残疾
的义务护水人李进群，
每天义务在渠首周围
捡拾垃圾保护水源。他说：

“派出所民警感动了我，他们
是渠首守护者，我也愿意成为其
中一员。”原来，他曾因身份证丢失无法
领取政府补贴，而办理身份证需要到镇
上。陶岔派出所民警主动上门，为行动
不便的他采集信息，补办了新身份证，
让他感动不已。

“守护好一渠清水，离不开人民群
众的参与和支持，我们将以实际行动，
带动更多人一起守护这泓清水永续北
送。”赵俊说。③6

□本报记者 刘海涛 王绿扬
本报通讯员 张二萍

暑假期间，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游人如织，人们在这里寻古探幽，感
受史前文明的独特魅力。

在遗址公园游客服务中心一侧，有
一间小小的警务室。这里常年驻守着
一支特殊的“守护者”队伍，他们日夜坚
守、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守护历史文
化遗产，他们就是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警务室的9名民警和辅警。

在文化遗址设立警务室，这是渑池
县公安局仰韶派出所的三门峡市“首
创”。所长张治国说：“我和所里很多民
警从小受仰韶文化耳濡目染，大家对遗
址公园的建设充满期待。2019 年，出
于确保游客安全、文物安全和项目建设
安全的考虑，我们在公园内设立了这个

警务室，由民辅警24小时值守，肩负起
保护文物和遗址的重要使命。”

如何当好仰韶文化的“守护者”？
仰韶派出所紧抓巡逻防控排查工作，通
过“步巡+车巡”全天候常态化开展巡
逻防控，持续对遗址核心保护区及周边
区域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清理清查；打

造“高清、智能、立体”的智慧技防系统，
民警的日常巡逻处警轨迹以及遗址公
园周边地区情况，均可实时传输到监控
中心，实现全过程可视化监控。

“仰韶，取仰望韶山之意。仰韶文
化因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
中国学者在这里发现新石器时期文化
遗存而得名……”辅警杨娜娜是仰韶文
化博物馆的一名义务讲解员，经常为游
客讲述仰韶文化故事，向周边群众宣传
文物保护知识。“有些群众对文物重要
性认识不足，我们经常到村里举办讲
座，帮助大家增强文物保护意识。”

“这几年探访仰韶的游客逐年增
多，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张治国
说，“面对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文物，
我们理应做到珍之、惜之、爱之、护之，
守护仰韶是我们的职责，更是我们的骄
傲，再忙再累也值得！”③9

南水北调中线第一哨

仰韶文化“守护者”

守护好一渠清水，离不开人民
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我们将以
实际行动，带动更多人一起守
护这泓清水永续北送。

面对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
文物，我们理应做到珍之、惜
之、爱之、护之，守护仰韶是我
们的职责，更是我们的骄傲，
再忙再累也值得！

□本报记者 惠婷 周晓荷
本报通讯员 胡盛俊

8 月 23 日早上 5 点 30 分，天蒙蒙
亮，商城县公安局长竹园派出所民警张
崇霖已起床了。他和陈湾村群众约好，
去村里调解纠纷。他已记不清多少次
去村里当“和事佬”了。

陈湾村距离乡政府驻地 30 多公
里。正在改扩建的 220国道在施工中
将十余户村民的房屋震裂，村民和施工
单位矛盾由此而起。一边是省市重点
项目工程，一边是群众安居乐业之所，
双方僵持不下，张崇霖和同事经过好几
次调解，终于有了点眉目。

7点 30分，村部小小的会议室里挤
满了人，看到民警过来，大家停下了议
论。两个小时后，双方签了调解协议，

张崇霖长出一口气。
商城县长竹园乡地处我省南端，距

离县城 50 公里左右，与安徽、湖北接
壤，是名副其实的“鸡鸣闻三省、一脚踏
三地”。这里山高路险，片警们多是和
深山里的“家长里短”打交道。

紧邻湖北的上峰村有一名大学生小
峰马上要开学了，民警李长兵包了红包
去看他。21年前，小峰一岁多时，父母被

人杀害，小峰被凶手拐走；直到2018年
案件告破，小峰才回到家乡。为了帮助
小峰适应陌生的环境，长竹园派出所民
警持续帮扶，从生活到学习，从精神到物
质，一路陪伴小峰读完高中、考入大学。

哪里有群众需要，哪里就有警察的
身影。胡晓昱是长竹园派出所所长，前
一天夜里刚刚把两个盗伐林木的犯罪
嫌疑人执行拘留，记者采访时，这位 40
多岁、皮肤黝黑的汉子满脸倦容。

长竹园乡森林覆盖率在90%以上，
国家重点保护动植物就有百余种。为
了守好这些珍贵的动植物资源，胡晓昱
和同事们每周都要进入森林巡查。只
有进了山，才知道什么是山高，什么是
路远。胡晓昱告诉记者，“在深山里，警
旗就是群众的安全感，我们就是要不怕
山高路险，护住一方净土。”③6

大山深处“和事佬”

在深山里，警旗就是群众的安
全感，我们就是要不怕山高路
险，护住一方净土。

龙子湖畔“三拼”民警

“警宝”夏令营“暖”出战斗力

□本报记者 周青莎

“来，咱们先说说昨天的案件处
理情况和警情，然后进行交接班。”8
月 24日早上 8点 30分，郑州市公安
局航空港分局郑港派出所二楼会议
室里，例行的早点名会准时开始，所
长牛克洲一落座就直奔主题。

针对近期辖区内几个小区电动车
被盗案高发的情况，干警们分析案情，
提出解决方案，对接新一天的工作。

9点整，交接班完成。“志鹏，你们几
个跟我一起去富士康生活区那片儿看
看。”牛克洲戴上警帽，抓起警用腰带边
说边往外走。几名民辅警紧随其后，一
行人迅速跳上警车，朝目的地驶去。

郑港派出所辖区内，企业员工
宿舍、居民回迁小区、商业小区并
存，治安形势复杂。“辖区常住人口
加上暂住人口有 20 万左右，有‘四
上’企业 200多家，其中包括富士康
这样的大型企业，治安任务艰巨。”
牛克洲说。

良好的营商环境首先要有一个
平安、稳定、有序的治安环境。正值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期间，
郑港派出所将企业保安等群防群治
力量调动起来，划分成 14个网格，由
民辅警带队，加强对街道、市场和企

业周边等重点场所的巡逻，及时排查
化解各种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

“牛所长他们经常来企业走访，
我们一有困难就想办法帮助解决，我
们在这里经营非常安心。”一家物流
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 5 月
份，疫情防控形势一度紧张，但是物
流保通行业不能停摆，员工住集体宿
舍感染风险高，这可怎么办？一筹莫
展之际，郑港派出所干警主动上门，
帮助他们联系最近的宾馆并协调车
辆，点对点接送企业员工上下班，为
企业解了燃眉之急。

“目前，全区正掀起‘二次创业’
新高潮，我们要继续在促进社会安定
上下功夫，让郑州航空港区成为企业
家的投资旺地、人民群众的生活福
地。”牛克洲说。③6

港区平安“护航员”

我们要继续在促进社会安
定上下功夫，让郑州航空港
区成为企业家的投资旺地、
人民群众的生活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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