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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

新郑市公安局新烟街派出所今年上半年接到
报警称，一家餐馆被盗，同之前失窃的手机店一
样，餐馆门窗没有撬过的痕迹。民警沿街调取录
像，很快在一家快捷宾馆内抓获了正在酣睡的小
辉。小辉，男，汉族，17周岁。案件很快移送到了
新郑市检察院未检科审查起诉。案情简单，讯问
很快结束了。

检察官陈金荣和苏红伟了解到，小辉的亲生
母亲去世十几年了，自从小辉的父亲老李娶了现
在的妻子后，小辉住在学校很少回家，特别是老李
有了小儿子以后，小辉回家的次数更少了，每次回
来要点钱就走了。“我们一家已经几年没有过团圆
年了。”老李哽咽着说，“5年前，我在一次事故中手
臂残疾，重活干不了，只能给人家看大门，挣不了
多少钱。我还得养活一家人，小辉再找我要钱，我
就很少给了，他后来干脆不回家了。”签字时，未检
科干警发现老李的左手肌肉已经开始萎缩了。

挽救

未检科干警很快联系了新郑市心理咨询协
会，请求协助。咨询师揭开了小辉内心的秘密：他
懵懵懂懂记得妈妈离去、爸爸脾气暴躁。后来，爸
爸又结婚了，再后来，新来的妈妈生了一个弟弟。

“我彻底成了家里多余的人，爸爸连打骂我的时间
都没了……”离开家，他住过候车室，睡过天桥，蹲
过银行自助取款区，在网吧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
晚，夜深人静时也想家，想念记忆中模糊的妈妈。

“爸爸不相信我能自己挣钱买手机，到后来，
我的身份证、钱都被小偷偷走了。他们能偷我也
会偷。偷东西时，我就从门缝里挤过去，有什么拿
什么。我不是不想学好，可爸爸从来都看不起
我。说真的，我也确实什么都不会干……”

未检科干警把小辉的情况向新郑市检察院副
检察长杜保周作了汇报。杜保周指示，一要坚持
挽救为主的原则，要先帮助小辉补办身份证，再想
办法保证他基本的生活需要，防止他再走上犯罪
道路；二要联系当地政府解决老李家的实际困难。

很快，新郑市检察院依法对小辉作出了不批
准逮捕的决定。

回归

看守所沉重的大门打开，小辉走出看守所，他用
手遮挡着迎面而来的阳光，左右看了看。

“小辉，你看看谁来了？”就在小辉踌躇之际，
陈金荣、苏红伟带着老李夫妇走了过来。老李抹
着眼泪，小辉继母递过来一件棉衣给小辉披上。
小辉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大颗大颗淌下来。多
少委屈都在这泪水中释放了……

小辉获得自由满4个月后，未检科干警再次到小
辉家回访。老李自豪地告诉检察官，小辉在公司工
作积极，认真负责，有一次捡到了客户的钱包立马还
给了人家，这个客户给小辉所在的公司写了感谢
信。在家里，小辉尊重继母，和继母相处得很好，对
弟弟也很疼爱。

新郑市检察院未检科从 2007年成立以来，成
功办理各类案件近500起。多年来，未检科检察官
们将办案前延至未成年人成长经历，后展至未成
年人刑满释放，办案不是一诉了之，而是坚持疏
导、帮扶、司法救助，打击与保护并重，呼唤一个个
迷途的孩子回归正途，引领他们走向新生，努力实
现办案质量和办案效果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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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信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周
惠 通讯员 李文会）9 月 20 日上午，信
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术报告厅里格外热
闹，来自附近高校的近 600 名师生齐
聚于此，参加该市反邪教宣传进高校
活动启动仪式。市委副书记刘国栋主
持启动仪式，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孙
同占致辞。

本次活动由信阳市委政法委、共
青团信阳市委、信阳市科协主办，信阳
职业技术学院承办，旨在通过一系列

宣传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师生掌握反
邪教知识，增强防范、识别、抵制邪教
侵蚀的意识和能力，在高校营造“崇尚
科学、反对邪教”的浓厚氛围。

刘国栋说，反邪教既是各级党委
政府的政治责任，也是各高校和中小
学的政治责任。希望大家携起手来，
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努力普及科技知
识，广泛传播科学思想，着力营造科
学、文明、健康的生活环境，共同铲除
邪教滋生的土壤，用科学的光芒驱散

邪教的阴霾。
孙同占表示，各级各部门特别是

高等院校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认
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反邪
教工作安排部署，切实将反邪教教育警
示工作抓实、抓长、抓细。广大师生要
自觉加强科普知识学习，切实提升科学
素养，深刻认识邪教本质，自觉抵制邪
教侵袭，勇于揭发邪教活动，争做崇尚
科学、反对邪教的好公民，共建阳光无
邪、健康和谐的美好校园。

本报洛阳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郭富昌 特约记
者 陈喜民 通讯员 白全忠）9月 21日，“‘洛小未’
2018金秋开学直播课堂”在栾川县实验中学拉开
序幕。栾川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杰，栾川县检
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银轩等出席现场的活动。

“洛小未”成员李燕歌、郭岩、唐韬涛是检察官，
她们为栾川县广大师生、家长等上了一堂鲜活的法治
教育课。栾川县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及
学生200余人参与现场活动，全县40余所中小学校的
师生、家长及社会各界的7.52万人在线同步观看。

呼 唤
□河南法制报首席记者 吴倩

特约记者 陈金荣 高歌

长垣警方：
以文化建设助推公安工作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通讯员 化玮

信阳：反邪教宣传进高校
市委副书记刘国栋主持活动启动仪式

金秋开学法治直播课开讲

7万余人同步观看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
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
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公安机关，
警营文化建设很重要。

“警营文化不仅是警察队伍的灵
魂，也是民警加强自身建设的引擎。”长
垣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封民说，去
年以来，该局牢牢把握“对党忠诚、服务
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秉
承公安部党委“文化育警、文化强警”的
理念，结合基层公安机关和长垣实际，实
施了“文化+警务”项目，以文化建设塑
造忠诚警魂，助推公安事业发展，取得了
文化和警务双促进、双提升的成效。

据了解，“文化+警务”项目将公安
文化工作贯穿到民警的日常工作生活
中，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有效增强
民警职业荣誉感、自豪感，构建具有长
垣公安特色的“机制完善、特色鲜明、铸
魂启智、激励斗志、氛围浓厚”的警营文
化，取得文化、警务双促进的成效。队
伍凝聚力、战斗力持续提升，“文化+警
务”项目效果日益显现。

今年年初，长垣县公安局入选
2017 年全国基层公安文化工作示范
点，是河南唯一入选的基层公安机关。
近年来，长垣县公安局积极探索文化建
设服务公安中心工作的新路子新方法，
精心组织文化宣传活动，积极组织专门
文化人才深入基层一线，随警作战采
风，广泛运用文学、展览和慰问演出等
形式，利用电视、报纸、微信等载体，深
入宣传公安工作，生动讲述公安先进典
型故事，提升了公安文化的传播力、感
染力和影响力，为凝聚警心、赢得民心，
为服务公安中心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
发挥了重要作用。

夯实基层基础
“文化+警务”规范化

长垣县公安局把“文化+警务”列
入县公安局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和公
安工作总体规划，将公安文化建设经费
纳入总体预算予以保障。该局成立了
以局长为组长的“文化+警务”领导小
组，局长亲自参与各项文化活动和文艺
创作，起到了良好的带头和示范作用。

“为加强文化基础建设，我们先后
建立了民警训练基地、民警图书馆、民
警书画室等综合性文体场所。”封民说，
在此基础上，该局还成立了由篮球、棋
牌、书画、摄影、文学等7个分会组成的
长垣县公安局警察协会，并在公安内网
开辟了“局长荐文”“民警原创”“先进事
迹”等专栏。通过组织开展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公安文化活动发现文体人才，并
建立文体人才库进行培养。

不仅如此，该局还十分重视陶冶民
警的情操，定期开展重温入党誓词、学
习党章等政治理论教育活动，邀请专家
学者讲授党课，组织民警参观廉政教育
基地，观看廉政教育片，在办公区悬挂
张贴各类励志格言、廉政警句，制作监
督牌，发放《致广大民警家属的一封
信》；举办入警宣誓、警衔授予、表彰奖
励、退休纪念和英烈缅怀仪式等职业荣
誉仪式，引导民警的价值取向，激发民
警的职业情感，铸造民警令行禁止、爱
岗敬业的职业精神。

不断探索创新
“文化+警务”特色化

“一撮金沙谱新章，科技强警勇担
当”“艰辛能几许，慷慨一何多，满腔激
情澎湃，只把赤诚歌”……走进长垣县
公安局一楼大厅，一幅幅民警原创书
法、绘画作品，分别装裱于大厅两侧。
走进大院，一组组新颖夺目的版面、一
段段激扬奋进的文字，集中弘扬了公安
主旋律。

据封民介绍，长垣历史悠久，文化
底蕴深厚，先后涌现出了关龙逄、蘧伯
玉等名人。该局依托厚重历史文化，精
心打造了“文化大院”“文化大厅”“文化
长廊”，打造别具一格的长垣公安文化
品牌。

2017 年初，长垣县公安局顺应时
代潮流，将“互联网+”思维引入公安改
革和警务发展，集全警之智自主研发了
融微服务、微举报、微信访、微宣传、微
管理等于一体的微警局。2017年9月，

“长垣微警局”通过 ISO9001 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这在全省公安系统尚属首
例；10月，“长垣微警局”被省科学技术
厅认定为科学技术成果。目前，“长垣
微警局”用户已达 60万余人，超过长垣
县总人口的2/3。

与此同时，“长垣微警局”每日推送
的警务热点资讯中，创造性地开辟了

“每日普法”“防诈骗 天天学”“学习十
九大 天天来答题”知识竞赛等栏目，广
大民警和群众积极参与，形成了良好的
互动氛围。

“为展现民警真实的工作生活状
态，传递警营正能量，我们还注重‘三微
’作品创作。”封民说，2017 年来，该局
广泛收集挖掘民警先进事迹和典型故
事，创作了长垣版《中国人民警察之歌》
MV、《开车勿做低头族》微视频等20余
部作品，展现了民警真实的工作生活状

态，艺术地反映了赤胆忠诚、无私奉献
的高尚情操和职业精神。

该局创作的“防骗攻略”系列微视
频，揭露了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段。第一
季视频一出，播放量便高达 700 余万；
根据该局民警李广昌真实事迹改编的
微电影《5天30秒》，荣获河南省第二届
公安民警“三微”大赛一等奖；《长垣微
警局》宣传片入选全省公安机关执法规
范化典型经验汇编；禁毒公益宣传片

《沙画爱之重生》荣获首届全国禁毒微
视频摄影大赛三等奖，河南省首届禁毒
微视频、摄影大赛微视频类一等奖；《惊
现丧尸药》荣获首届全国禁毒微视频摄
影大赛优秀奖。

强化从优待警
“文化+警务”人性化

为切实增强民警的归属感和荣誉
感，有效提高队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长垣县公安局出台《关于从优待警工作
的实施意见》，大力实施“暖警爱警”工
程。

据了解，该局按照“点对点谈心、一
对一帮助”的原则，开设“局长帮你办”
信箱，民警在工作、生活中的烦心事、高
兴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畅所欲言，形
成了局长与民警共担烦恼、分享快乐的
良好局面。

该局同时建立健全从优待警各项
管理制度，落实走访慰问、休假、健康体
检等措施，力所能及地帮助民警解除后
顾之忧，加大民警权益维护力度，提升
民警幸福指数。该局关注民警的心理
健康，设立心理咨询室，组织民警开展
经常性的谈心交流活动，沟通思想，化
解矛盾，释放压力；走访慰问负伤、长期
出差民警家属和家庭生活困难民警，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在重大节假
日、执行重大安保任务期间开展专项慰
问，让民警时刻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每
年开展“好警嫂”评选活动，对倾心支持
民警工作的家属给予表彰奖励；建立健
全民警维权机制，公正处理涉警投诉事
件，严厉打击不法侵害民警行为，有效
保障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威和执法效能。

该局“文化+警务”项目的实施，让
民警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既活跃了
警营文化生活，又陶冶了民警的情操，
起到了教育人、启示人、熏陶人、感染
人、警示人的效果。在这种浓郁的文化
氛围中工作，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
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民警增强了自信
心和进取心，激发了职业荣誉感和归属
感，队伍的战斗力、凝聚力显著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