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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法制报记者 马国福

“走转改”
——记者基层蹲点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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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十一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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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
者 井春冉 宁晓波）“咱们所
有的工作都是为了运动会，
我们一定要靠前服务，把运
动员安全准时送到赛场。”9
月 11日 10时许，接受河南法
制报记者采访时，患了重感
冒的郭嘉还是忍着嗓子疼，
对当天的工作进行了认真安
排。

郭嘉是郑州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一大队一中队副中队
长，负责参加第十一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
贵州代表团接待酒店紫荆山
宾馆的交通安保、信息联络
和停车指挥工作。工作中，
他勤动脑、多思考，从一点一
滴做起，提升交通安保服务
水平。

针对开幕式预演时出现
随车志愿者所持的引导牌在
夜间不易辨识的问题，郭嘉
第一时间向驻地接待组提议
制作可发光的 LED 引导牌。
他还提议制作“乘车提示卡”
给每位乘客，卡上印有车牌
号、驾驶员、停车位置、随车
民警、随车志愿者等信息，便
于乘客寻找车辆和寻求帮
助 。 他 还 每 天 手 写“ 派 车
单”，准确记录每次交通安保
任务的场地名称、比赛项目、
接待工作人员、发车时间和
车牌号以及带车交警信息，
方便民警执行任务。

郭嘉的家距离紫荆山宾
馆不足300米，两个孩子全部
托付给妻子照顾，从运动会
开始至今，他都未曾回过家。

今天上午 9 时许，我来到三门
峡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大安派出所
值班室，见到了已经退休一周还没
有离岗的原所长王中峡，他正在筹
备一天的工作。

王中峡曾经是一位战场上的
军人，1988年从部队转业后就来到
大安派出所工作，负责守护黄河大
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转眼间
32个年头过去了，他由青春帅气的
小伙子变成了一位 60 岁的老同
志。现在，王中峡虽然和新任所长
完成了交接手续，但他又坚持带着
新任所长工作，他要扶上马送一程
才放心离去。

冒着细雨，王中峡带着我来到
了某旅游公司。他打开走廊上的
消防柜，认真查看了灭火器的使用
期限及相关消防设备，又查看了消
防通道，并叮嘱业主一定要定期更
换消防器材，及时清理通道上的杂

物等。
接着，我们又来到黄河大坝景

区的安检口。他检查了安检值班
人员所携带的防暴叉和盾牌，边交
谈边向安检人员发放了几本《防暴
恐安全知识手册》。

检查结束，王中峡带着我返回
派出所。他打开厨房门，一间干净
的小厨房呈现在眼前。他从冰箱
中拿出几个西红柿、鸡蛋和一把挂
面准备做午饭。我笑着问他：“在
这里还要自己做饭吗？”王中峡答
道：“当然要做饭，这里的每一位民
警都要会做饭。”

原来，早些年，大安派出所有
三四位民警，现在随着人员的调
动，所里只有两位民警，一年365天
有200多个日夜吃住在所里，在节
假日和汛期，更是不能放松一刻，
有时连续一周都不能回家。

午饭后，来不及休息，王中峡

又带着扫黑除恶的宣传资料准备
去辖区的小安村进行法治宣传和
线索摸排。“趁着午饭时间，在家的
群众多。”他说着就出发了。

走过蜿蜒的小路，我们来到农
户家中。王中峡向群众宣传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讲解什么是“黑”什么
是“恶”。对于群众的询问，王中峡
耐心地回答，直到群众听清听懂。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回来
的路上，我问王中峡，退休不离岗，
有何感想？没想到问得王中峡红
了眼眶。他说，相对牺牲的军队战
友，相对很年轻就累倒在工作岗位
上的民警同事，他能够在岗位上工
作到退休，能够一直守护大坝，看
到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法律
意识不断增强，他感到很幸运、很
知足……

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杨勇
通讯员 李东亚 任娜）昨日下午 3时
许，在郑州参加第十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浙江代表团
派代表来到郑飞国际酒店安保指挥
部，双手向郑州民警送上一封感谢
信。

这要从一件小事说起。
9 月 10 日下午 2 时 30 分，体育

比赛押加项目赛结束后，参赛队员
统一乘坐大巴车回到了驻地郑飞国
际酒店。大巴车到酒店停车场停稳

后，从车上走下来一名眉头紧蹙、走
路艰难的运动员。

恰巧，驻郑飞国际酒店安保指挥
部临时党支部书记、郑州市公安局嵩
山路分局副局长张瑞民正在一楼大厅
检查安检设备运营情况。见状，张瑞
民忙走上前去，一边轻轻地搀扶该运
动员，一边询问伤情。

经了解，该运动员名叫雷鹏飞，
系浙江代表团押加项目运动员，当日
比赛快结束时不小心伤到了脚踝。

得知这一情况，张瑞民立即拨

打了120急救电话，同时通过电台通
知一楼驻勤民警姜慧娟迅速联系医
院安排救治相关事宜。120救护人
员赶来后，驻地民警、辅警、志愿者
一起将该运动员抬上了救护车，送
到了附近的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住
院治疗。

9 月 11 日，姜慧娟还带着安保
辅警及志愿者手捧鲜花来到医院看
望受伤的雷鹏飞。郑州民警的浓浓
关心和深情问候，感动了雷鹏飞，也
温暖了浙江代表团的所有人。

浓浓关爱 情暖运动员
浙江代表团向郑州民警送上感谢信

“把运动员安全准时送到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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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法制报记者 孙
梦飞）9月 11日，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的第九场，许昌
市委书记胡五岳介绍了新中国成
立 70 年来许昌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

据了解，2018年，全市生产总
值 2830.6亿元，是 1949年的 475.6
倍；全市人均生产总值 63996 元，
是1949年的335.4倍。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许昌形
成了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全
市拥有一批全国知名企业，培育
了一大批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
和一支高素质企业家队伍，成为
许 昌 建 设“ 智 造 之 都 ”的 基 本
盘。许昌市紧紧扭住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这个关键，做大做强先
进制造业、智能制造业，把“智
造之都”名片擦得更亮、优势做
得更强。

站在发展新阶段，许昌以建
设“宜居之城”为目标，以争创全
国人居环境奖为抓手，扎实推进
百城建设提质工程，进一步把许
昌打造成环境更加优美、功能更
加完善、生活更加便捷、社会更加
和谐的城市。2018 年，许昌的城
市宜居度和人民群众幸福感、获
得感、对生态环境的满意度4项指
数均居全省第一。

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

许昌：

高质量发展的
“智造之都、宜居之城”

（上接01版）我也知道，今年的
中秋节，注定仍然有很多人无法回家
跟家人团聚。就拿我们的公安民警
来说吧，越是节假日，越是他们工作
繁忙的时候，因为他们要值班巡逻、
接警处警，打击违法犯罪、守护百姓
平安。因为肩上的责任和使命，很多
民警无法照顾年迈的父母，无法陪伴
年幼的孩子，可每个人都无怨无悔。

我更知道，像公安民警这样节
假日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人还有
很多，比如保家卫国的中国军人、
重点项目上的建设者们、辛苦劳作
的环卫工人……

月是故乡明。无论我们身在何
处，照在我们心里的，永远是故乡的
月亮。

今年的中秋节，如果你回到了
故乡、回到了父母身边，就请你好
好陪陪父母，抱抱故乡，仔细看看
故乡的模样。如果因为工作你无
法回家，请把想念化成工作的动
力，忠诚履职，不辱使命。这，也是
对故乡、对父母最好的报答。

月是故乡明

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安
保维稳关键时刻，郑州警方加大从优待
警力度。9月10日，郑州市公安局南阳
路分局局长赵书文和副局长张自生前
往该局交管巡防大队，为当天过生日的
交管巡防大队大队长丁海军送上生日
祝福，陪他一起在执勤岗位上度过了一
个不一样的“战地生日”。
河南法制报记者 宁晓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