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安文化研究是公安文化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从宏观视角
分析公安文化研究的现有成果，并试
图构画公安文化研究的系统化与整体
性。具体来说，即把握公安文化研究
现状、分析其成就与存在的不足，并对
公安文化研究的未来作以展望。

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评价

（一）目前公安文化研究成果所显
示出的价值

第一，实践性很强。理论研究是
为了指导实践，理论研究成果再丰富，
如果没有实践性，终会被束之高阁，丧
失其应有的价值和高度。在公安文化
研究成果中，实践研究占了很大部
分。这不仅集中体现在公安文化实践
案例分析部分，而且每一角度都有实
践研究的成分。比如公安文化建设对
公安队伍建设实践的影响、新媒体对
公安文化建设实践的影响等。

第二，专业性明显。突出体现在
作者身份的专业性上。公安文化研究
的主体，或是公安一线民警，或是公安
机关的领导干部，或是警校教师，研究
主体都置身于公安文化内部，无论是
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能有专业的
思考。公安一线民警和领导干部是公
安文化建设的实践者、受益者、承载者
和传播者，是最得天独厚的公安文化
研究者，他们的研究成果最接地气。
对于警校教师来说，高学历是他们的
一大特点，较高的理论修养和学术水
平使他们的研究颇具理论性。

（二）目前公安文化研究的不足之
处

第一，学术性有待加强。目前的公
安文化研究成果大都是泛泛而谈，缺乏
从学术角度对某个细节或问题进行深
入探析。理论研究是一种阐释分析，同
时也是一种深度建构。理论创新带动
实践创新，理论深度的匮乏无疑会影响
公安文化的可持续繁荣发展。

学术性不强是由几个原因造成
的。首先，公安文化研究是一个新兴的
研究领域，尚未建构完整的理论体系。
如果某研究领域的理论体系不成熟，那
么研究成果会显得先天不足，公安文化
研究领域正面临这样的困境。当然，这
也是进行重大理论突破的好机遇。其
次，公安文化的研究者们水平参差不
齐。基层民警和领导干部虽然奋战在
公安文化建设一线，在实践层面经验丰
富，但有理论不足的短处。警校教师有
理论根基，但是在公安文化建设实践方
面又有所匮乏。因此，学术水准比较高
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

第二，重复研究现象普遍。在大量
研究成果中，除了个别文章能够提出独
特的观点，大部分文章在行文结构以及
观点阐述上差别不大，基本上都在重复
或变相重复前人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不能提出有创新性的意见、观点或思
路，新的研究视野还有待打开。

第三，行文语言过于口语化或行
政化。除了个别研究成果在语言表述
上具有学术素养，能够称得上专业论
文外，大部分成果的语言水平都有待

提高。这一点在论文成果中尤为明
显。有些口语化严重，读来像即兴发
言；有些行政文书语气浓重，读来像文
件或教材，其中行政文书语气重的占绝
大多数。造成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
首先，公安机关行政文书起草者或领导
占公安文化研究主体的一大部分，他们
在写作论文时依然采用行政公文的语
感；其次，公安文化研究尚未建立起新
颖独特的理论体系与独立的学术思维，
因此不能为论文提供专业的、学术化的
语言符号资源。

展望公安文化研究的未来

（一）独立理论体系的建构

公安文化研究显示出一系列的不
足之处，根本原因是没有形成独立的
理论体系。这就需要立足大量的公安
文化建设实践，借鉴其他学术领域的
先进理论，来共同建设公安文化理论
体系的深度和广度。此外，独立的理
论体系不仅体现在理论的深广度上，
还体现在理论的多样性上。同一个领
域内部不同的理论之间也应该形成对
话关系。对公安文化这一实践性很强
的研究领域来说，独立理论体系的建
构更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没有理论创
新就没有实践创新，而理论创新的深
广度决定着实践创新能走多远。

（二）跨学科研究的推广

跨学科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
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
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目前国际上比

较有前景的新兴学科大多具有跨学科
性质。事实上，任何一门学科，如果仅
局限于其学科内部的研究，必然会越
走越窄。对于公安文化研究来说，跨
学科研究可以带来一种全新的文化研
究图景。跨学科研究可以使用其他学
科的研究方法进行公安文化的研究，
如使用历史学、文化研究、哲学、政治
学、管理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研究公
安文化——这是目前公安文化领域已
经广泛采用的跨学科研究，并取得了
丰硕的研究成果，已经打开了公安文
化研究的新景观。然而目前来看，这
种极具前景的研究方法所取得的研究
成果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看显
然是不够的。真正的公安文化跨学科
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并提高公安文
化领域的研究成果，而且必定有助于
建构公安文化领域的独立理论体系。

（三）更广阔研究视野的打开

研究现状固然显示了公安文化研
究的多层面和多样性，然而其研究视
野依然有待进一步打开。公安文化研
究还存在很多可待挖掘的领域，比如
公安文化建设史、公安文化器物研究
及器物史研究、公安文化辨识系统与
精神特质之间的生产关系、性别视角
下的公安文化、公安文学作家研究、公
安亚文化研究、区域公安文化研究
等。这些领域目前有些已经有人做了
初步尝试，有些并未有人涉足。无论
如何，公安文化这一研究对象有着丰
富的研究内涵，后来者如果积极寻求
路径，一定能够探索出更丰富的宝藏。

□铁道警察学院 郝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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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分析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常瑞芳：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保险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311民初3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侯耀林：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保险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311民初32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晋俊磊：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保险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311民初321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洛宁县人民法院公告
孙百良、孙海波：本院受理原告薛文显诉被告孙百良、孙海
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9）豫0328民初82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宝庄：本院受理的张建华诉你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2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9时在本院2002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市展豪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市银洛机械有限公

司、洛阳特华轴承钢有限公司、肖玉周、郑孝利、肖红军、闫
炎军、郭武德：本院受理原告河南中赫商贸有限公司诉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豫0311民初118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到本院李楼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孟津县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衡都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马新旺、岳嘉红、元顺忠、房
泽友：本院受理李爱华诉你们、李绍辉、河南新茂实业有限
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三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郭留杰：本院受理原告张长栓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27民初1484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城关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骏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胡晓欢、高乐乐：原告洛阳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被告刘媛媛在法定期限内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并上
诉。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豫0311民初4245号民
事裁定书及上诉状、地址确认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关林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和旺商贸有限公司、河南新圣元婚礼主题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洛阳奇乃尔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张俊锋、范武、罗
建国、周春峰、崔孝良：原告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被告洛阳大嘉弹簧有限
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并上诉。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0311民初144号民事裁定书及
上诉状、地址确认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关林人民法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洛阳易飞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洛阳鑫戈实业有限公司、张
秋生、蔡珊珊、吴树菓、杨易飞：原告洛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被告赵松欣在法定
期限内对本案管辖权提出异议并上诉。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9）豫0311民初819号民事裁定书及上诉状、地

址确认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关林人民
法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宜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文怀：本院受理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
中心支公司诉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四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洛阳市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9）豫0311司辅委299号

姬同勤、司马保林：本院受理的原告杨喜环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被告姬同勤申请对《借还款及付息对账单》
中姬同勤签名处的指纹是否为姬同勤所捺印进行司法鉴
定。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并于公告期满
后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10时到本院2010室选鉴定机
构，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委托鉴定评估。同时告知你
们在选定鉴定机构后 3 日内(遇法定节假日顺延)来我院
4020室确定司法鉴定相关事宜，逾期不至，视为自动放弃
权利，本院将按有关法律规定进行鉴定评估，由此造成的
法律后果由你方承担。

洛阳市吉利区人民法院公告
何建：本院于2019年5月27日受理吴胜生申请执行你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2019）豫0306民初36号民事判决书已发
生法律效力，你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
务。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306执
272号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风险提示、限制消费令、失
信决定书、裁定书、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你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日内履行义务，逾期将强
制执行。

汝阳县人民法院公告
周利强：本院受理原告卫振武、郭建富诉你与李强、汝阳县
付店镇东沟村村民委员会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原告
郭建富不服一审判决，就（2018）豫0326民初1995号民事判
决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上诉状副本。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济源中级人民法院公告
济源市丰宝碳材料有限公司、王科强、王济宝、苗春娥：你
们与济源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史小刚、张麦花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济源齐鲁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不
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济源市人民法院
（2018）豫 9001 民初 3693 号民事判决，你们被列为被上诉
人。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2日10时10分
在本院第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叶新亚：本院受理原告李静诉被告叶新亚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184民初533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翟帅涛：本院受理赵敏生诉你、孙新超、武建东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84
民初590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其副本
十份，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新郑市人民法院公告
赵继聪：本院受理邵建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豫0184民初5196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观音寺中心人
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其副本
十份，上诉于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告
王彩侠：本院受理原告杨矿辉与被告李红彬、王彩侠、刘冬
青及第三人苏长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豫0482民初2941号民事判决书、
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及民事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平
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志刚：本院受理原告王洪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平顶山市石龙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现营：本院受理原告王树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自发布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民
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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