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 日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
下，漯河市舞阳县公安局九街派出所
所长徐峰正在给国庆节值班民警部
署任务。按照所里统一安排，全所民
警分成两个值班组，轮流负责当天 9
时至次日 9 时的接处警工作，值班 24
小时。

“今天是国庆节，我是所长，我先
值班。”徐峰说。上午 9 时，派出所一
片繁忙景象：整理资料、接打电话、接
处警……

家住牛赵村的张女士一大早来
到派出所，就户口问题进行咨询，何
口村的何大爷询问给孙子改名的事
儿，拍刘村的王大娘要办身份证……
民警一个个热情接待，并对咨询的问
题耐心解答。

忙完一拨工作之后，徐峰带领民
警到李寨村，给犯罪嫌疑人李某家属
送手续。返回的路上，看到不少群众
在地里干农活儿，徐峰和民警李铮随
即停车，拿起车里的宣传单，来到田
间地头，向群众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工作。

九街村67岁的裴玉普正在地里收
黄豆，看到民警搞宣传，他凑过来说：

“你们都宣传很多次了，我们要有黑恶
线索，肯定第一时间到派出所举报。”

“现在群众都感觉很平安。”裴玉
普指着远处路边晾晒的玉米说，“苞
谷（玉米）晒在外面，晚上不用看也不
会有人偷，这几年治安特别好。”

在刘庄村的花生地里，民警们和
群众席地而坐，从庄稼收成谈到邻里
矛盾，从治安状况谈到扫黑除恶，群众
提出的疑问，民警们耐心解释，群众提
出的意见建议，民警们都认真记下。

匆匆吃过午饭，徐峰把值班民警

召集在一起，对上午的工作进行简单
总结。

“我们做的事情很烦琐，都是日
常小事儿，但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
对于群众来说，这些小事儿就是大事
儿，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酿成大
的矛盾，所以我们绝不可以‘小视’。”
徐峰正说着警情就来了。

石某报警称，王某在路上晒玉
米，石某骑着电动三轮车从玉米上经
过，把一些玉米粒溅到了路边的沟
里，两人因此发生矛盾。

“遇到这样的事儿，我们只能调
解―”处警民警包建甲说。

石某同意调解，但前提是必须要
骂王某一顿才能解气。对于石某提
出的条件，包建甲哭笑不得，只得叫
来了当地的村支书和石某的舅舅一
起参与调解，最终化解了矛盾纠纷。

“过节值班是我们的家常便饭，
已经没有什么节日概念了，群众过
节，我们过关！”九街派出所指导员樊
旭涛诚恳地说，“但是，能为大家守护
平安，我们也很满足。”

在采访中，“已经习惯了”是这些
平安守护者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忙碌和辛苦，虽然会给民警带来身体
上的疲惫，他们也会对家人感到歉疚，
也会因不被群众理解而感到无奈和心
酸，但是他们没有丝毫抱怨，依然像上
紧发条的时钟，不知疲倦地走着……

夜幕降临，民警们夜间巡逻开始
了。“选择公安事业就要适应这种生
活节奏。”徐峰说完，和民警们一起坐
上了警车。

听着警报声，望着逐渐远去的警
灯，我们似乎从徐峰的话中，读出了
公安民警的那份坚守与执着。

群众的小事儿
不能“小视”

“至今还有些不敢相信，作为基层民警，我
竟能参加国庆招待会。”

9 月 30 日晚，国务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
行国庆招待会，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六十九周年。在华灯璀璨、鲜花绽放的人民大
会堂宴会厅，有一名来自郑州的基层民警，他
就是为郑州市民所熟知的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五大队民警杨华民。

从 9 月 29 日接到正式邀请通知至今，杨华
民对于参加国庆招待会这件事仍感到有些蒙。

“与那些为国家、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相比，
我感觉自己没做过什么事。”杨华民说。实际
上，杨华民的一身荣誉早已说明了这一切。全
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公安爱民模范、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这些
荣誉称号正是对他工作和个人品行的肯定。

在国庆招待会上，杨华民与 6 位全国道德
模范、一位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同在一
桌。与优秀人士齐聚一堂，杨华民说：“不仅
感到荣幸，更感到一种责任。”这种责任对他来
说就是“干好工作，做出彩河南人”。

在平时的岗位上，杨华民也一直在践行这
种责任。今年 50 岁的他 1992 年从警，自 1999
年起到花园路与农业路交叉口执勤，至今快 20
年了。2009 年，他成为郑州首个“交通文明示
范岗”的岗长，第二年该岗以他的名字命名为

“杨华民岗”。自此至今，他全天候上班，从未
休过周末和节假日。

杨华民秉持着“交通是人的交通”的工作理

念，创新出许多疏导交通的办法。创设双斑马
线、调整机动车道、控制拦停和放行时间等早
已应用到实际管理中，并且行之有效。

近期，他通过认真调研，又在路口设立“三
区一卡口”，为共享单车、非机动车、外卖小哥
的电动车设置了专门的停放区域，大大改善了
路口的交通秩序。

随着路口共享单车越来越多，杨华民时常
带头整理、摆放共享单车。他的粉丝在微博上
说：“你作为交警做这些事干啥？”他回复了 8 个
字：“依法管理，方便群众。”

在一线工作 20 多年，也让杨华民患上了多
种疾病：长期站岗导致静脉血栓；执法中的意
外导致听力障碍。鉴于此，支队领导曾想将他
调至办公室岗。可杨华民回绝了：“不能自己

‘功成名就’了，拍屁股走人，把‘疑难杂症’留
给别人。”

他认为，花园路与农业路交叉口虽然有了
高架桥和地铁站，但还不是他心目中“立体交
通”的模样。“等哪天建成地下行人走廊，交通
状况有质变了，领导把我调到哪儿，我就去哪
儿。”

好在他提出的在该路口建地下行人走廊的
建议已经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复。而在这之前，
他说他要把岗站下去。

10 月 3 日，从北京回到郑州后，杨华民马不
停蹄地投入到岗位工作中。假期交通压力增
大，他丝毫不敢懈怠，照常每天 6点 30分出门，7
点 30分上岗，夜里到家已经 10点多了。

杨华民参加国庆招待会
背后的故事□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勇 通讯员 贾伟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是焦
作 云 台 山 景 区 降 价 后 的 首 个 黄
金 周 ，景 区 提 前 迎 来 了 客 流 高
峰。为确保游客安全有序出行，
武警河南总队焦作支队官兵坚守

岗位，坚持依法执勤、文明执勤，
为游客旅游观光提供可靠的安全
保证。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富晓 通
讯员 梁太成 崔丹丹 摄影报道

▶国庆假期期间，
浚县公安局黎阳派出
所民警，在辖区主要
街道执勤巡逻，为百
姓站岗服务。图为民
警巡逻中向群众宣传
法律知识。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富晓 摄影报道

10月5日上午，
郑州市公安局南阳
路分局局长赵书文
带领该局机关武装
巡逻队徒步武装巡
逻，震慑犯罪分子，
守护辖区安全。

河南法制报记
者 杨勇 通讯员 丁
海军摄影报道

暖心的小事儿
温暖城市

10 月 4 日晚上，河南法
制报记者跟随平顶山市

公安局特警支队民警王鹏
成、董昕雨在平顶山市区中兴

路附近巡逻。
“为确保国庆期间社会治安

状况良好，平顶山市公安局特警支
队进一步加大市区武装巡逻防护力

度，有序开展街面屯警工作。”王鹏成介
绍说。

7 时 30 分许，民警在和平路步行街定点
巡逻时，忽然看见一名男子抱着一个浑身是

血的女孩急匆匆跑来，称其 4 岁的女儿在
下楼梯时不慎摔伤了头部，造成头部出

血。董昕雨见到刚才还在大哭的孩
子因为流血过多，已经陷入半昏迷

状态，二话不说立马上前将女孩
抱上巡逻警车，送往最近的医

院紧急救治。由于当时人
多车多，孩子的父母急得

直哭。为了争取抢救

孩子的时间，王鹏成
果断拉响警报，在人流、
车流中仅用 4 分钟就将孩
子送到医院。女孩因救治
及时，已脱离危险，目前正在
医院接受住院治疗。 事后，孩
子的父母准备送锦旗感谢民警，被
民警婉言谢绝。

21 时 05 分，王鹏成、董昕雨在人流
量、车流量都比较大的中兴路与和平路交
叉口巡逻时，发现一辆渣土车和一辆出租车
停放于马路中间，严重影响交通，遂过去了
解情况。经了解，两车发生交通事故，无
人员受伤，正等待事故处理民警到场
处理。得知此情况后，民警主动作
为，疏导交通，直至事故处理民警
勘查完现场。

国庆期间，公安民警牺牲
小家成就大家，用默默坚守书
写忠诚担当，用一幕幕暖
心的小事儿温暖城市。

国庆我在岗 假日假日保平安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张张 杰杰 美编美编 李李 茹茹 校对校对 孟杰曼孟杰曼
E-mail:hnfzbbjb@126.com0808 20182018//1010//0909

□河南法制报记者 何永刚 薛华

□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亚洲 通讯员 董亚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