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治关注
HENAN LEGAL DAILY 09E-mail:hnsfxc@126.com

责任编辑 路 歌 校对 汤青霞

20182018//0606//2626

有人说，缉毒警察是“行走在刀尖
上”的人，因为他们的对手——毒贩是
最危险的罪犯，缉毒警察要整日与毒品
犯罪分子打交道，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
生。2017 年 3 月 31 日，司马建强获取线
报：两名三门峡毒贩将到偃师进行毒品
交易。接到线报后，司马建强精心组
织、周密安排，将正在宾馆吸毒的毒贩
李金某等共两人当场控制。民警在李
金某驾驶的轿车进行搜查时，从驾驶员
车座下搜出一把压满子弹的仿六四手
枪，让现场所有民警都倒吸了一口凉
气。如果当时选择在车内控制毒贩，如
果毒贩随身携带枪支进入宾馆，不可预

料的后果随时可能发生。虽然工作中
会有危险，但作为缉毒警察，司马建强
从来没有害怕过。与毒贩斗智斗勇，让
这些犯罪分子得到法律制裁是他最有
成就感的事情。

受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影响，毒品
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毒品一日不绝，缉
毒民警和毒贩的斗争就会一日不停。

“既然选择了缉毒警察这个职业，就要
无怨无悔地把工作干好。”司马建强是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用一个缉
毒警察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强烈的事
业心，践行着自己的庄严承诺，树立了
新时期一名优秀缉毒民警的良好形象。

组建“知心团队”做知心人
2017年10月，时值全省检察机关转型

发展期，干警的工作、生活也面临着转变，
人员思想浮动、工作浮躁等现象滋生。

为了让干警能够卸下心理包袱，以更
轻松的心态工作，该院组织部分性格开
朗、善于沟通的干警成立了“知心朋友”团
队。“知心朋友”团队主要通过每周和干警
谈心一次，来及时了解干警的思想动态；
与干警家属建立“情感热线”，了解干警近
期在忙什么、关注什么、需要什么，让干警
遇到困难时愿意向“知心朋友”团队倾诉，
有想法时愿意与他们沟通。“知心朋友”团
队会定期召开心理分析研判会，梳理排查
一个阶段内的突出问题，做到急干警之所
急，想干警之所想，解干警之所难，用热心
和诚心来帮助干警解决问题、排忧解难。

“小李，最近工作咋不在状态呀？”
一天中午就餐时，“知心朋友”团队的

张队长和干警小李坐在一起聊了起来。
每次干警们有什么烦心事，张队长都会在
了解情况后绞尽脑汁想办法帮同事解
决。与小李聊完之后，张队长通过多方面
调查发现，原来，在检察官员额制改革中，
原本是检察官身份的小李没有入额，产生
了消极情绪，觉得工作干与不干都无所
谓。为了让小李重新调动起工作积极性，
张队长带领“知心朋友”团队利用中午就
餐、下午下班等闲暇时间，约小李打球、聊
天。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导，小李调整好情
绪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并凭借不懈努力拿
下了一项信阳市检察院创新品牌工作，受
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认可。

搭建“吐槽”平台做贴心人
罗山县检察院在该院内网网站上开

设了一个“吐槽”栏目，供干警不记名在上
面抒发各种心情和感悟。据了解，该“吐
槽”平台是该院为深入了解干警在工作、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以便尽最大努力去帮
助解决困难，使干警能够卸下心理包袱，
以轻松的心态投入到工作中而开设的一
个栏目。干警可以将工作中的愁心事、家
庭生活的烦心事、宝贝成长的闹心事，以
及案件办结的开心事、老人病愈的欢心
事、结婚生娃的精彩事通过该栏目与大家
分享，也可以通过该栏目向院党组建言献
策。该院指派政治处负责管理该栏目，建
立“大事小情”电子台账，对于发现的问
题，按照个人思想动态、家庭困难变故、干
警身心健康等分类统计，落实限时办结

制，进行跟踪督办和答复。
每天上班浏览内网的“吐槽”栏目，对

于该院政治处的干警来说已成为工作常
态。年初，政治处干警发现“吐槽”栏目里
有干警因租房而苦恼的，有担心同事病情
的，有提议组织干警参加体检的，为了解
决干警的实际问题，政治处干警将“吐槽”
栏目里的大事小情记入“电子台账”后提
交到院党组会。随后，该院向县里申请了
两套廉租房，解决了 7 名干警没房子住的
困难，为 2 名重病干警向县委政法委申报
协调救济资金 3 万余元，建成了机关公务
灶，为每位干警配备了“检务通”手机，为
在职干警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并定期组
织干警体检等。

进行心理疏导做暖心人
近年来，该院每年都会邀请心理医生来

该院举办“减缓心理压力，提升工作动力”座
谈会，由心理专家、知心朋友与普通干警交
流探讨，对干警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重
点帮助干警调整心态、减轻压力，从而减缓
干警因工作、生活压力造成的精神负担，让
干警学会自我调适，保持“快乐工作，幸福生
活”的良好心态。同时，该院积极组织干警
参加“中华优秀文化公益大讲堂”活动，让干
警接受孝道、忠信、礼义等优秀传统美德的
洗礼；成立书画、摄影、篮球、太极拳等8个兴
趣小组，并定期组织相关活动；充分发挥工
会、共青团、妇委会群团作用，为广大干警组
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以此丰富干警
业余生活，减少干警的不良情绪。

开展“谈心谈话”做用心人
多年来，该院积极开展“五必谈、三必

访”活动（新同志上岗必谈，老同志离退必
谈，工作变动必谈，晋升、奖励必谈，免职、
处罚必谈；干警患病必访，家庭纠纷必访，
干警长时间出差必访），及时发现和遏制
萎靡、颓废等不良情绪的滋生。同时，该院
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纪律作风教育整
顿活动为契机，深入开展“1+N”交心谈心
活动，要求每名干警与其他干警进行深入
谈心，摸清干警的思想状况，弄清干警的需
求，及时了解和解决干警在工作、生活中遇
到的实际困难。该活动也有利于干警在日
常生活中培养谦虚的心态，在困难挫折中
重振奋发向上的斗志，在可能触碰底线时
做到“知止而不违、知止而不逾”。该院还
有针对性地对部分干警开展心理疏导和
矛盾化解工作，确保干警保持积极向上的
工作动力，增强干警队伍的向心力。

为丰富干警生活，罗山县检察院邀请太极老师为干警传授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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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丽 通讯员 周辉 周林涛/文图
他把青春献给禁毒事业

——记偃师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司马建强

□常向阳 谭瑞祥王国栋

近年来，罗山
县检察院在队伍建设中从干警的

思想动态入手，通过组建“知心团队”、搭建
“吐槽”平台、开展“谈心谈话”、进行心理疏导

等方法，走近干警倾听呼声，得到了干警的
一致好评，大家亲切地说：“院里就

是我们的娘家。”

近日，笔者走
进洛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和偃师

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探访了一名在禁毒一
线默默无闻奉献青春的人民警察——司马建
强。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偃师市公安局

的禁毒工作屡次建功，受到社会各
界的一致好评。

阅读提示
阅读提示

司马建强，1976年8月8日出生，中共党员、大专文化，三级
警督警衔。他1998年参加公安工作，历任偃师市公安局李村派
出所副所长、刑侦中队教导员、大口派出所教导员，2016 年 12
月至今，任偃师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

能谋善战
他是禁毒战线的优秀战斗员

人物档案

2016 年 12 月，司马建强调任偃师市
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以来，始终以一
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干一
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无论是侦
查破案、禁毒宣传，还是排查管控，他都
亲力亲为，刻苦研究禁毒业务，努力提高
破案水平。在打击毒品犯罪活动中，司
马建强总是战斗在最前沿，能谋善战、靠
前指挥、冲锋在前，与涉毒品犯罪分子斗
智斗勇，不断扩大缉毒战果，迅速成长为
禁毒战线优秀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得到
了全局上下的一致好评。

在一次安保集中行动中，司马建强
带领禁毒大队全体人员全身心投入到禁
毒安保维稳工作之中，深入开展禁毒专项
斗争，把打击的锋芒直指涉毒违法犯罪活
动，成功侦破董某贩卖毒品案，王某贩卖毒
品案，王某某、肖某容留他人吸毒案，卢某
容留他人吸毒案，刘某容留他人吸毒案，

于某非法持有毒品案，吴某走私、运输毒
品案，刑事拘留 9 人，强制戒毒 23 人，整
体成绩在洛阳市公安局排名第一名。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15
日，2018年3月26日至5月5日，“平安守
护”集中行动和“雷霆1号”严打行动连续
开展以来，司马建强又带领禁毒大队通
过重点侦查、长期经营，严打涉毒违法犯
罪活动，先后侦破了郭某贩卖毒品案，秦
某、常某贩卖毒品案，李某贩卖毒品案，
李某某贩卖毒品案，任某贩卖毒品案，马
某容留他人吸毒案等一批案件，刑事拘
留8人，起诉5人，强制戒毒28人，治安处
罚 13人，新发现吸毒人员 11人。禁种铲
毒活动中，司马建强带领禁毒大队在偃
师市山化镇魏窑村、台沟村，邙岭镇杨庄
村铲除罂粟240余棵，并及时通过电视台
曝光，有效遏制了偃师市非法种植毒品
原植物的苗头。

亲力亲为
他是禁毒工作的优秀宣传员

在禁毒宣传工作上，司马建强亲力
亲为，带领禁毒大队走上街头和校园，深
入社区，定期开展常态化禁毒宣传，不断
提高全市人民群众的识毒、防毒、拒毒意
识和参与禁毒斗争的自觉性；联合平安
偃师微博、偃师公安微信、偃师民声网
等编发禁毒教育信息 153 条；组织学生
340 余人次到禁毒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组织开展禁毒志愿者宣传活动 7 次，发
放宣传资料 4600 余份，发放禁种铲毒承
诺书 5 万份，在偃师市营造了浓厚的禁
毒氛围，净化了社会环境，有效助推了
禁毒工作的有效开展。

2017 年 10 月 21 日，禁毒大队获取
情报，称在云南飞往洛阳的班机上有一
个名叫吴某的男子涉嫌体内藏毒。获
取该情报后，司马建强迅速反应，第一
时带领侦查员赶赴洛阳机场，最终在
机场公安机关的大力配合下，将刚下飞
机的吴某（男，27 岁，安徽省安庆市人）
成功控制并带至偃师市公安局。经突

审，犯罪嫌疑人吴某对其从缅甸体内
藏毒运至国内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因是第一次办理体内藏毒案，司
马建强经咨询有关专家，用口服医用
液体的办法从犯罪嫌疑人吴某体内
两次排出毒品 57 袋。在此过程中，司
马建强不嫌累、不嫌臭，始终在现场
全程监督犯罪嫌疑人排出毒品并锁
定证据，随后亲自清洗排出的每袋毒
品，逐一剥离、称重并登记造册。经
检 验，该批毒品为海洛因，总重量达
438 克，犯罪嫌疑人吴某最终以涉嫌走
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被依法刑
事拘留。

此案是洛阳市公安机关侦破的第
一起体内藏毒案例，也为偃师公安禁
毒工作抹上了一笔重彩，得到社会各
界的一致点赞。为扩大战果，司马建强
随后又马不停蹄地赶赴云南，与云南缉
毒警方密切联系、强化沟通、加强协作。
目前，该案已侦办结束。

斗智斗勇
他不畏艰险“行走在刀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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