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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1 日，按照省公安厅
“平安守护”专项行动部署，栾川县公安
局石庙派出所全体干警迅速行动起来，
慎建会和所领导认真研究，周密安排，
制订了详细的工作方案。

2017年12月6日，慎建会在石庙派
出所值班。他经常说，在基层所里不容
易，尤其是巡防队员，工作特别累，多次
自己掏腰包买来鸡腿，下厨为队员们做
好吃的。当天的晚餐，慎建会特意加了
几个菜。巡防队员们说：“慎所长不像
领导，就像是俺的长辈，谈工作跟谈心
一样轻声细语。”

当日 22 时 40 分，慎建会巡查了所
里所外，发现一切正常后来到值班室，
叮咛值班人员注意接听电话。

7 日凌晨 2 时 30 分，慎建会突然感
觉头痛，他叫上一个巡防队员陪他去医
院，还没出屋，他就一屁股坐在床上，大
汗淋漓，呼吸困难。巡防队员急忙拨打
120 急救电话。所长杨钰献得知情况，
立即赶到栾川县医院急救科安排慎建
会住院治疗。

栾川县医院安排最好的医生对慎
建会进行紧急抢救，凌晨 4 时 30 分，慎
建会心脏停止了跳动……

年仅 47 岁的慎建会，生命永远定
格在从警14年后的2017年12月7日凌
晨 4 时 30 分，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
他眷恋的战友，离开了他 70 多岁慈祥
的父母，离开了他相濡以沫的妻子，离
开了他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离开了他
挚爱的公安事业。

君山垂首，伊水悲泣。
2017年12月8日上午，栾川县殡仪

馆内，500 多位亲朋、战友挤满了大厅。
哀婉沉重的音乐响彻大厅，在庄严肃穆
的气氛中，洛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
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李保兴，洛阳市公
安局副局长任万顺、周新生，栾川县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李胜利，栾川县公安
局局长盛草飞等和全县政法部门的领
导及群众参加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

慎建会，你用热血和忠诚，编织了
千家万户的幸福和美满；你用自己的赤
子情怀，守卫这一方土地的和谐与平
安。你坚守基层派出所 14 年，默默无
闻，无怨无悔，从正值青年到两鬓斑白，
在平凡的岗位上，彰显着人民警察为人
民的公仆情怀。

一片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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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果敢、机智”是慎建会生前
同事对他的评价。2003年，慎建会从栾
川乡政府调到石庙派出所工作。由于
扎实能干，工作出色，2008年，慎建会被
派出所调整到石庙镇龙潭村、观星村、
杨树坪村任警长，辖区企业多，外来务
工人员流动量大，伏牛山滑雪场游客
多，治安状况异常复杂。

2008 年 12 月 16 日午饭时间，慎建
会接到伏牛山滑雪场游客报警：游客在
滑雪过程中，因两人相撞引发纠纷，双
方 40 余人剑拔弩张，即将引起群体性
斗殴事件。接报后，慎建会立即带人赶
赴现场，发现滑雪场游客大部分已经撤
出雪场，现场只有发生纠纷的 40 余名
游客手持雪杖、雪橇，气氛十分紧张。
经过现场简单询问得知：发生碰撞的两
方分别为两个旅游团队。由于在滑雪中
操作不当造成碰撞，导致一游客腿部受
皮外伤。在劝导过程中，有游客情绪激
动，出言不逊，双方顷刻间冲到一起发生
了撕扯。慎建会不顾个人安危夹在双方
中间耐心劝导，却被游客撕烂警服、撕掉
警衔、抓伤面部，场面一度失控。慎建会
手持喊话器严厉告诫：“双方行为属于违
法行为，必须立即终止打斗”。在 30 分
钟的劝导中，双方情绪逐渐稳定，随后慎
建会将双方参与打斗人员逐个带离现
场，旅游秩序恢复了。在涉及伤者赔偿问
题时，双方意见不一再次发生争吵，慎建
会耐心细致、不其厌烦地给双方做工作.
经过 4 个多小时的调解，双方最终相互
谅解并达成调解协议，避免了一起景区
打架斗殴事件的发生。

当游客离开时，慎建会才想到脸部
被抓伤的伤口还未处理。同事说，游客
撕破你的警服、抓伤了你的脸，应该追
究他们的责任。慎建会却笑笑说：“那
怎么行呀，我虽受伤、受委屈，可事态得
到了有效控制，栾川县的形象没有受到
损害，我受的这点伤，值！”

冷静机智
有效处置突发事件

“作为一名人民的公安干警，在群
众出现危难之时，你能第一时间出现在
他们面前，他们才有安全感，他们心里
才踏实。”这是慎建会生前常对同事说
的一句话。他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他
身体力行，说到做到。2010 年 7 月 24
日，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降临栾川县。
当大雨疯狂肆虐、倾盆而下时，正在县
城家里休假的慎建会驱车赶赴辖区查
看情况，以防群众和游客遇到危险。
途经龙潭村时得知，由于河水暴涨，道
路被冲毁，外地 40 余名游客被困在伏
牛山滑雪场下面的观星村。河水已漫
过桥面，桥梁随时有被冲毁的可能，慎
建会冒着生命危险驾车冲过桥面，与同
事冒雨步行 3 公里搜寻被困游客。一

个小时后，他们终于在观星村水库上方
搜寻到了被洪水围困的郑州市管城区
刘建设一家。刘建设一家 4 口人被困
在河中央的小岛上，情况十分危急。慎
建会迅速把绳索抛给他们，并亲自渡河
将刘建设一家全部救出。得救的刘建
设拉着慎建会的手说：“当我们全家看
到穿警服的人来了，我们就知道有救
了。”

在刘建设的指引下，慎建会和同事
陆续将 40多名游客全部救出险境。

事后，慎建会的妻子听说此事，吓
得脸色都变了：“老慎你不要命了，你要
有个三长两短，咱家上有老下有小，可
咋过呀？”慎建会说:“40 多名游客的生
命和咱家相比，孰轻孰重？”

安为民想，利为民谋，这是人民警
察的职责所在。

2009年 12月，石庙镇一家企业电缆
被盗，无法正常生产，被盗物品价值 10
万余元。案件发生后，栾川县公安局领
导高度重视，责令限期破案。慎建会主
动请缨参与案件侦破。他进驻厂区细
致走访，对摸排的 20余条线索进行梳理
核实，先后驱车 1000 多公里走访了 4 个
县的 50多个废品收购站点，终于在伊川
县一个没有营业执照的废品收购站找
到了被盗电缆，然后顺藤摸瓜将犯罪嫌
疑人李某及其同伙抓获，得到了企业的
高度赞扬。

2011 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清网
行动”专项追逃行动时，慎建会与同事不
辞劳苦、千里奔波，抓获7个在逃人员。

2017 年 3 月，洛阳市公安局“迎花
卉、保平安”专项行动开始，慎建会主动
作为，全心全意投入到专项行动中，经
过三天三夜的不懈努力，走访了 600 多
位出租车司机，200 多位小商小贩，排查
了 7 个集贸市场，30 多家厂矿企业，最
终将网上在逃人员李某抓获。

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慎建

会白天带人值班执勤，晚上和镇党委、镇
政府综治领导东奔西走维稳。哪里出现
不稳定苗头，他就第一时间奔赴现场。

在精准扶贫工作中，慎建会包的贫
困户张二虎，是上园村人。张二虎上有
多病的老人，下有年幼的孩子，一家四
口人住着狭小的两间房，没有收入，生
活困难。慎建会帮张二虎争取到了光伏
发电项目，又协调了安装地点。2017 年
下半年，张二虎家收入了 1500元。村干
部说：“2018 年，张二虎家最少收入 4000
元。”张二虎高兴地逢人就说：“老慎对俺
实打实，心贴心，就像亲戚一样。”

杨树坪村的杨栓有、李秀枝老人是
慎建会很早就帮扶的一家，每个月都要
去看望几次，送米、面、菜。石庙派出所
所长杨钰献说：“老人无儿无女，慎建会
每年除夕和老人一起过，就像老人的儿
子一样。”

慎建会风里来雨里去，样样工作干
在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栾川县公安
局领导几次找他谈话要给他记功，他笑
着说：“给年轻人吧，关键时候还是年轻
人出力大。”就这样，他把一次次立功受
奖的机会都给了所里的年轻干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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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警魂

2018年2月15日19时，正是彩灯高挂、万家团圆的除夕夜，
栾川县石庙镇杨树坪村的杨栓有、李秀枝两位老人家里却格外
冷清。因为，连续10多年为老人过除夕夜的慎建会今年没有
来。老人点燃一炷香，对着长期帮扶他们渡过难关的慎建会的
照片说：“我祖祖辈辈没能给我的你都给我了，你的恩德我这辈
子都不会忘。”

这个除夕对郑州市管城区的刘建设一家来说也不平凡。当
刘建设得知慎建会不幸去世后，全家决定春节赶到栾川县过年。
他们全家人的心愿就是，在除夕之夜能到慎建会的坟前为他送上
一束鲜花，为他上一炷香。2010年栾川县“7·24”特大洪灾期间，
刘建设全家在栾川伏牛山滑雪场旅游，险遭不测，是慎建会带人
在危难之中救了他们。

慎建会，一个基层公安干警，2017年12月7日因突发疾病倒
在了工作岗位上。人虽已去，但他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干警
没有忘记；为百姓办的一件件、一桩桩好事，百姓没有忘记；为
外地游客排忧解难，游客没有忘记。慎建会参加工作14年，用
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诺
言，履行着一名公安干警的誓言，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优秀
公安干警的光辉篇章。

慎建会（左）在公共场所检查消防安全

洛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李保兴（左四）赴栾川县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