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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工作争创高质量 政法干警争做

人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之
“抓落实”
系列报道

创新发展 破解难题
守护共城大平安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荆锐
“辉县坚持和发展
‘枫桥经验’
，
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积极构
建诉访调对接多元化解机制，探索
建立‘网格化+积分管理’社会治理
新模式，为全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
步创造了和谐稳定的良好环境。”近
日，辉县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路勇
接受河南法制报记者专访时，从三
个方面介绍了今年以来该市政法工
作取得的初步成效。
推行诉访调无缝对接，
建设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有效提升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的整体效果。该市进
一步整合力量，设立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平台，对全市矛盾纠纷、信访案
件进行分流和督办，各级矛调中心
等负责调解。同时，该市坚持每个
乡镇配备不少于两名专职调解员，
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诉访调对接多
元化解中的作用。
探索建立“网格化+积分管理”
社会治理模式，充分调动广大群众
参与平安建设的内生动力。该市积
极探索建立以网

格化为依托，集宣传、治理、稳控、化
解于一体的社会管理模式。同时，
该市运用积分管理制度，
将平安建设
宣传、
社会矛盾排查化解等项目纳入
积分范围，
明确奖罚标准；
引入大数据
平台，
用手机软件App将乡村两级干
部与群众联系起来，
描述、
预测、
分析
基层各项工作，
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推行市乡村整体联动，精细化
服务群众，有力推动平安辉县建设
取得更大成效。该市各级各部门把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营造氛围、
涤荡污浊，
截至目
前，
该市共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1个，
恶势力犯罪团伙 7 个，
破获涉黑涉恶
类刑事案件437起，
刑拘429人，
判决
涉恶类犯罪 131 人，扣押资产 2.2 亿
元。该市在市乡村三级专职巡逻防
范基础上，
组织平安志愿者等开展义
务巡逻活动，
让群众感受到平安就在
身边；为每家每户购买一份家庭财
产保险，今年共赔付 301 户，总赔款
26 万余元；与有线电视合作，在电
视机顶盒上开辟增值业务，聘请职
业律师 24 小时在线服务，群众足不
出户即可获得律师免费解答法律问
题。

凝心聚力保平安
真抓实干惠民生
□河南法制报记者 穆黎明 荆锐
“今年以来，
我们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
以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执法满意
度为总目标，
不断加大人力、
物力、
财
力投入，
创新方式方法，
狠抓政法各项
工作，
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
好的治安环境。
”
近日，
新乡市凤泉区
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毕捷接受河南法
制报记者采访时说。
打击违法犯罪，营造平安和谐
社会治安环境。该区公安机关以打
击犯罪为“第一重点”，坚持全面打
击、打早打小、露头就打，深入开展
雷霆行动、
云剑行动等专项活动，
强
化破案追逃等基础性工作，不断增
强打击工作实效。今年以来，该区
共破获刑事案件 105 起，刑拘 134
人，
判决 125 起案件 73 人。同时，
该
区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对
横向霸道、
危害社会、
作恶多端的黑
恶势力犯罪，
做到除恶务尽，
绝不姑
息。
深化平安建设，构建共建共治
共享社会治理格局。该区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把资源、服务、管理放到
基层，激发基层群众和组织活力。
该区建立了区级 58 人、乡级 60 人、
村级 260 人的专（兼）

职巡防队，20 辆巡逻车 24 小时全天
候巡逻；投资 650 万元用于“雪亮工
程”建设，安装高清摄像头 291 个，
形成全区视频监控无缝隙、
全覆盖；
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建设年活动、
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项治理行动，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服务管理等专项
工作，出资 14 万元，为全区 3.6 万户
14 万居民统一投保
“平安凤泉”
治安
家庭财产保险；充分发挥乡村两级
综治中心作用，加快推进区综治中
心建设；为全区 5 个乡镇（街道）配
齐了政法委员，46 个村（社区）配齐
了
“一村（格）一警”
专职辅警。
坚持从严治警，打造一支人民
满意的政法队伍。该区组织政法系
统班子成员认真学习中央政法工作
会议精神和《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
例》
（以下简称《条例》
），
将《条例》与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相结
合，
着力打造过硬政法队伍；持续推
进政法系统
“访民情，
解民忧”
活动，
217 名包村政法干警多次深入分包
村户开展活动，深入群众家中帮助
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对政法部门班
子成员进行集中廉政谈话，督促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努力打
造一支干警清正、
队伍清廉、司法清
明的政法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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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峥嵘岁月 追寻初心使命
礼赞光辉历程 奋进新的时代

寻 心 记
转眼间，我参加工作已经 27
年 ，在 单 位 与 家 之 间 ，已 经 走 过
22 万 公 里 的 路 程 。 从 少 年 到 白
头，一路行来，有风雨也有彩虹，

□河南省第四监狱 张彦超/讲述
河南法制报记者 荆锐/整理

陷入过泥沼也登上过山顶，我不
止一次地问自己：为什么我会走
上这样一条道路？这还得从头
说起……

开心：
书香记忆
我出生于洛阳老城的一个书
香门第，一个传统的、和谐美满的
四世同堂大家庭。我们一家人相
亲 相 爱 、其 乐 融 融 ，尽 管 日 子 平
凡，物质简单，但内心却充满了幸
福感。我自幼阅读了大量的古今
中外历史和文学名著，养成了阅

读和思考的好习惯。我始终都相
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相信自己
一定可以为社会作出有益贡献。
高中毕业后，我考入高等师范专
科学校，加入到教师预备队中，准
备正式登上杏坛，为学子们传道
授业解惑。

静心：
守住理想
1992年，
我大学毕业，
选择到河
南省第四监狱参加工作，
成为一名监
狱警察。
新鲜感、
好奇感过去之后，
我懊
悔了：单位地处荒凉的郊区，人烟
稀少，
交通不便；
文体设施简陋，
文
化生活极度贫乏；
每天与我打交道
的 是 心 理 阴 暗 、灵 魂 扭 曲 的“ 犯
人”
；
工作氛围严肃刻板，
缺乏创造
性和活力……一些原本家在农村，
后来定居城市的老同学感到很奇
怪：
“俺们好不容易才跳出了农门，
搞不懂你一个城里人，
咋会反过来

往里头跳呢？
”
不甘心再加上害怕与时代脱
节，
我曾试图调回教育界成为一名
教师，
也曾想过辞职到南方沿海城
市闯出一片新天地，
就在我痛苦徘
徊时，爸爸的一番话点醒了我：
“你
想干教育、
当教师，
监狱不就是特殊
学校，
警察不就是特殊教师吗？
”
说得
是啊，
这里不是没有我的用武之地，
我为什么就不能发挥自己的一技之
长，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呢？这个道理想清了，
从
此我静下心来，
把根扎在了监狱。

问心：
探根求源
我曾指导多名服刑人员在粉
笔画方面取得可喜成绩，
为监狱和
全省监狱系统培养出一大批绘画人
才，
但是有多少人最终在我的教育
感化下去除了陋习，我不得而知。
这些人回归社会后会不会百分百地
遵纪守法，
我同样无法保证。

服刑人员为何会飞蛾扑火般
做出既损人又不利己的举动？为
什么他们搞破坏的本能冲动如此
强烈、负能量如此巨大……我思
考了很久，查阅了很多资料，请教
了许多人，一直在寻找解决这些
问题的办法。

会心：
上下求索
命运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
2006 至 2007 年，我被省第四监狱
和省监狱管理局选送到扬州大学
脱产学习两年应用心理学。毕业
后，我获得了本科文凭，打牢了坚
实的心理学基础。学成归来后，我
在监狱领导的支持下拉开了监狱
心理矫治工作专业化、科学化发展
的序幕。2018 年，我考取了国家
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同时，我们
监狱成立了心理健康指导中心，任
命我领导监狱心理咨询师团队全
面、规范化开展工作。从 2017 年
至今，我多次被评为河南省监狱学
会先进理论工作者和先进工作者，
荣
获第四届中原心理咨询专家大会家
庭治疗发展与研究个人突出贡献奖。

目前，我担任着河南省监狱学
会心理矫治分会理事、河南省自
杀 危 机 干 预 希 望 24 小 时 热 线 志
愿 者 、洛 阳 市 心 理 学 会 理 事 、洛
阳市心理健康研究会研究员等
职位，我努力散发着光和热，照亮
自己也温暖他人……
学习和运用心理学的过程，恰
似唐僧西行取经。正是在路上，我
不断地经历着蜕变式的心灵成长，
逐渐由怀疑而相信，由游移而坚
定，由封闭而开放，由怯懦而勇敢，
由浮躁而安详。
我期待着自己能不断前行，可
以在更大范围内帮助更多的人，把
好的理念和做法推广出去，回馈社
会，
服务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