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制度管人 用真情感人
中原区绿东村街道巡防中队的管

理工作有自己的特色。翟建国相信武装
思想有提高认识统一行动的积极作用，把
忠诚为民保平安的理念灌输给每名队
员。他坚持用先进典型引导人，把队员中
的先进典型广为宣传，使队员学有方向赶
有目标；用人性化管理凝聚人，中队有本
明细账，队员的家庭情况一目了然。翟建
国经常和队员拉家常谈心，掌握队员思想
动向。队员家里有事，翟建国都会前去看
望。队员们把中队的关怀化作努力工作
的动力，有力地推动了中队各项工作的开
展。

狠抓训练 确保一方平安
为切实加强全中队的实战能力和体

能素质，锻炼出高水平、高素质的巡防队
伍，翟建国坚持从难从严组织训练，开展
岗位练兵，有效培养全体巡防队员流大
汗、吃大苦、克服困难、连续作战的优良品
质。擒敌拳、警棍术、200米障碍训练、400

米接力等技能训练，让队员们锻炼得身手
不凡。巡消训练50米2人灭火器快速灭
火，每人手提四个灭火器（大约32斤）快速
跑向模拟火场，虽然这仅仅是一次比武竞
赛，但是队员们却当作是一次实战演习。
一声哨响，队员们犹如骏马般奔跑在跑道
上，努力向前冲。“快、快，注意动作……
好！”带队训练的翟建国一边盯着队员们
的动作，一边提醒。他说，训练就要有股
虎劲。巡防队担负着巡逻防范的重大责
任，只有坚持不断训练，才能保持最佳状
态，从而保证随时都能拿得出手、派得上
用场。

为预防可防性案件，翟建国成立“夜
莺小分队”。为切实震慑违法犯罪，提升
群众安全感，“夜莺小分队”在易发案场所
采取便衣蹲守和着装巡逻的方式维护社
会治安。近3年来，他们共扭送各类犯罪
嫌疑人48名，追回被盗自行车50余辆、电
动车39辆，帮民助民950余人次。同时，
翟建国时刻牢记巡防为民的宗旨，竭尽所
能为辖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中队特意
成立了“学雷锋为民服务小分队”，在居民
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他们帮群众修理热水器、燃气灶等，得到
了辖区群众的交口称赞。

怀着赤诚心 奉献巡防情
——记郑州市杰出法治人物翟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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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为群众服务无怨言
在担任户籍内勤期间，张潘主

动融入基层，时刻把群众放在第一
位，想方设法为群众提供满意的服
务。

廖大娘原本是四川人，20 年前
来到雁鸣湖生活。由于平时不出
门, 她一直没在意自己的户口问
题。随着近几年政府的各种惠农政
策补助的实施，廖大娘才想起来迁
户口。可是，她在四川的户口已经丢
失。张潘了解情况后，通过一个多月
的联系奔波，终于将廖大娘的户口问
题解决了，还帮廖大娘找到了失联20
多年的女儿和儿子。从那以后，每逢
节假日，廖大娘都会到派出所找张潘
拉拉家常，带去一些家里的花生、红
薯，把张潘当成了自家人。

认真负责担起责任
1940年出生的李时忠原是中牟

县雁鸣湖镇西村人，十几岁时离家，

后定居在汝州市温泉镇附近。因为
种种原因，李时忠和儿子李林梅的
户口一直没有着落。李林梅说，他
们曾到当地公安机关进行咨询和申
请，给予的答复是，李时忠的户口需
要到原籍补办。为此，李林梅在父
亲李时忠离家50多年后回到中牟县
老家认亲，并到中牟县公安局雁鸣
湖派出所申请补录户口。

2014 年 9 月 13 日一大早，天下
着雨，张潘和派出所另一名民警赶
到汝州市温泉镇，对街坊邻居、村委
干部进行走访询问。在这期间，李
林梅说：“你们看都需要找哪些人问
情况，我把他们叫到家里，下这么大
的雨，你们就别跑了。”张潘笑笑说：

“你父亲离家这么久，补录户口难度
相当大，我们从中牟来，就是要实地
走访调查，采集最真实的证据，保证
户口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辛苦一点
不算什么，这是对你们负责，也是对
我们负责。”在核实清楚情况后，张
潘为李时忠及其儿子补录了户口。

做好民调创平安 化解矛盾建和谐
——记“平安郑州”杰出法治人物申占均

主动化解 为群众解忧
要想做好民调工作，首先要认

识这项工作的主要性和必要性，搞
好调委会班子团结掌握调解方法
和技巧，主动排查矛盾，化解矛盾
纠纷，发现矛盾及时解决，把矛盾
解决在萌芽状态，这是申占均的工
作经验。

2015 年 10 月 15 日，该村三组
村民郑某的儿子及儿媳回家经过
郑登快速通道五渡段交叉口时，与
李某驾驶的面包车相撞，造成郑某
的儿子及儿媳身亡。得知事情后，
申占均主动介入进行安慰和耐心
的开导工作。调解要等到事故认
定书下来，在此期间，申占均每天
都陪着郑某，减少他的思想压力、
稳定情绪。事故认定书下来后，结
合事故认定书，申占均同对方进行
了沟通，由于赔偿数额大一直都处
在僵持状态。一天过去了，一个月
过去了，十几次的调解都未能成
功。在处理此事时，郑某每到一个
地方，申占均都驾车带着郑某的亲
属一同前往，并驾车和郑某一同到

郑州交警支队了解情况。功夫不
负有心人，今年 1 月 15 日，在申占
均的不懈努力下，双方达成协议。

通过这次事故的调解，申占均
悟到了一个道理，遇事要有耐心，
千万不能产生急躁情绪。

及时总结 为和谐努力
申占均总结了十条调解法，即

民间民俗调解法、换位思考调解
法、背靠背调解法、宣传政策调解
法、顺藤摸瓜调解法、正反典型调
解法、倾听式调解法、巧借外力调
解法、持之以恒调解法、因人而异
调解法。他还总结出了自己的心
得：思想认识要提高，发现问题及
时调；不推不拖不上交，多种方法
和技巧；水要端平是法宝，跑腿磨
嘴不可少；以情晓理效率高，疑难
问题多商讨；倘若受骂咱不恼，虽
受委屈风格高。

在谈及感受时，申占均说了
一段自编的顺口溜：“人民调解很
光荣，地位装在众人心，身上担子
千斤重，不要怕苦又怕疼，家庭和
睦与团结，要为和谐立新功。”

恪尽职守 全心全意做好人民公仆
——记“平安郑州”杰出法治人物张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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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者无畏 奋战在一线的烈火金刚
——记“平安郑州”杰出法治人物路文栋

听党指挥
誓做最美事业的忠诚卫士

路文栋从小就立志当一名光荣的
军人，入伍 13 年以来，始终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工作中具有强烈的政治意
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和忧患意识。
其先后参加灭火战斗 3500 余次，参与
建筑物倒塌、毒气泄漏、抢险救援等各
类急、难、险、重的社会救援 2000余次，
成功地从火场、高空、水中、井下、高楼
等救出群众 300余人，为楼层群众取钥
匙、剿灭人头蜂、关自来水、关燃气阀、
疏堵补漏等排忧解难 1500余次。

烈火雄心，勇者无畏，时刻听党召
唤，随时面临危险，近千次的赴汤蹈
火，近百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路文栋用
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了“是战士，就要
冲锋陷阵；干消防，就要赴汤蹈火；为
人民，就要全心全意”的铮铮誓言。

磨炼精兵
争当灭火救援的烈火金刚

每天都在汗水、警铃、危险中打
滚，每天都和死神走在同一条路上，路
文栋已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伤痛和
泪水。他深知，要想让危难远离群众，

重要的是建立一支素质过硬队伍，确
保部队时刻拉得出、打得赢。他从苦
练基本功开始，本着“练为战”的思想，
狠抓战士们的体能和技能训练工作。
冬去春来，寒暑交替，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路文栋带领战友们摸爬滚打，奔
跑在训练场上，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
泥，在训练中不断磨炼队伍，锤炼出了
一支骁勇善战、一身本领、拥有坚强意
志和扎实技能的“铁军”。

2015 年 6 月 10 日，航空港区 S102
省道苏村一处厂房发生火灾，厂房内
存放大量液化气瓶，随时有爆炸的危
险 。 路 文 栋 带 领 中 队 官 兵 急 速 出
警。现场液化气罐正猛烈燃烧，喷射
着 2 米多长的火苗呼呼作响，角阀已
经烧毁，无法关闭，随时都有爆炸的
可能。谁都知道液化气爆炸是什么
后果，危急时刻，路文栋第一个冲上
前，忍受着炙烤，把燃烧的液化气罐
从室内抱出，硬是和战友们把多个滚
烫的液化气罐转移到了安全位置。
随后，路文栋又带领中队官兵深入厂
房进行强攻。面对着火热的炙烤，实
在受不了，他就用水枪冷却身体，继
续冲进火海，经过近一夜的拼搏终于
战胜了火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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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文栋，男，中共党员，上尉警衔，现任郑州市航
空港区空港三路消防中队党支部书记。从警13年
来，路文栋始终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忘我的工作态度
战斗在灭火救援的最前沿，不知疲倦地奋战在基层带
兵第一线，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树立了“有灵魂、有
本事、有血性、有品德”新时期四有军人的良好形象。
其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二次，被评为优秀干部四次、
优秀党务工作者一次，荣获“郑州市优秀人民警察”、

“郑州市优秀青年卫士”等荣誉称号。

翟建国，现任中原区绿东村街道巡防中队中
队长。在巡防岗位上，翟建国一干就是十多年，
其间多次被授予优秀巡防队员、中原卫士、巡消
一体化先进个人、优秀中队长等荣誉称号，所在
中队被评委先进巡防中队。

申占均，男，登封市卢店镇龙头沟村的一
名调解员。2012年参加民调工作以来，申占
均共化解矛盾纠纷 230 余起，成功率 98%以
上。2012年至今，该村没有一起因矛盾纠纷
引起的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他先后被评为
省优秀民调员、郑州市杰出法治人物、登封市
十佳民调员、卢店镇先进党务工作者及身边
模范等。

张潘，中共党员，中牟县公安局雁鸣湖派
出所户籍内勤。在工作中，张潘始终牢记“立
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以群众满意为根本
标准，任劳任怨，恪尽职守，真正把“群众工作
无小事”落实到了行动当中，在平凡的岗位上
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肯定
和赞扬。其先后获得中牟县“好卫士”、中牟县
三八红旗手、郑州市优秀户籍民警、郑州市优
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在“平安郑州”“法治郑州”建设进程中，广大政法干
警和其他法治工作者始终保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
于法律的政治本色，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凯
歌，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可亲可敬的英雄模范人物。由郑
州市委政法委、市委宣传部联合评选出的“平安郑州”杰出法治

人物，正是工作在基层一线的先进人物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各自
的岗位忠于职守、无私奉献。为颂扬英雄、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引
领作用，结合近日郑州市委政法委发起号召全市政法干警向先
进人物学习的活动，我们再次走近“平安郑州”杰出法治人物的
代表，阅览他们平凡而又伟大的真实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