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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入户走访 解决户籍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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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马腾云 谢文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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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民故事

和谐警民关系建设

“ 太 好 了 ，谢 谢 孩 子
们！”孟津县会盟镇 80 多岁
的王老太激动地说。王老
太口中的
“孩子”
，
是前来为
其送户口簿的民警。原来，
王老太曾因个人原因导致户
籍被注销，
辖区民警得知后，
考虑到王老太行动不便，主
动上门，
往返数次，
帮王老太
解决了户口问题。而这样的
暖心事儿不止这一件。
服务群众多一分，群众
对咱亲十分。孟津县公安民
警不断延伸服务触角，着力
构建“面对面、心连心”的综
合服务体系，积极推进高质
量民意警务建设，全力打造
孟津和谐警民关系新模式。

1 月 7 日，天气寒冷，但家住孟津
县平乐镇的王大爷却倍感温暖。因
为他收到了辖区民警送来的特别“新
年礼物”——自己儿子的新身份证。
1 个月前，王大爷给辖区派出所打电
话，说自己的儿子因意外瘫痪在床，
如今身份证已过期，外出就医受到影
响，急需换新证。得知该情况，户籍
民警当天下班后，便前往老人家中为
其儿子采集照片，
上门办证。
对有实际困难的群众，孟津公安
民警总是尽其所能地帮助。2020 年 4
月，
该局民警在走访中发现，
后营村村
民郭某的妻子没有户籍，诸多惠民政
策均无法享受。得知该情况后，辖区
派出所户籍民警迅速到郭家核查情
况，但郭某妻子有较为严重的智力障
碍，
无法说清自己的原家庭住址、
名字
等个人信息。

在多次入户走访、翻阅档案和查
询户籍信息后，户籍民警与郭某夫妻
二人的介绍人取得联系，得知郭某妻
子名为魏某，原是宜阳县人，曾嫁至
新安县，前夫去世后，改嫁至孟津县，
但其在新安县的户籍已被注销。为
帮助郭某妻子恢复户籍，户籍民警与
新安警方取得联系，先后两次带其到
新安县办理恢复户籍的相关手续。
2020 年 7 月 1 日，郭某妻子的户籍问
题终于得以解决。户籍民警带着崭
新的户口簿来到郭家，亲手交到了魏
某手中。
近年来，孟津公安坚持“脚板+科
技”，一方面深入开展“百万警进千万
家”活动，走进群众，提供高质量服
务；另一方面，采购 8 台自助办证设
备，最大限度为群众提供舒适、便捷、
高效的警务服务，
赢得了广泛称赞。

事情一管到底 男孩重拾希望
□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马腾云 谢文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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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过量在家中去世的消息。看着弱小无助的小
源，
民警们当即决定将小源管到底。回到派出所
后，
大家带他洗澡，给他买零食和新衣服，并帮助
其学习。
为了能给小源一个安稳的成长环境，
派出所多
次和村干部及小源的爷爷奶奶沟通，在得到小源
奶奶的承诺后，才将其送到奶奶家中。该所民
警、辅警还时不时到小源奶奶家探望，并与学校
老师保持联系，
掌握小源的学习情况。
在大家的不断努力下，小源的情况越来越
好，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在近几次的考试中，小
源表现优异，
还获得了奖励。

亲人离散多年 民警助其团圆
□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马腾云 石雪

以警旗为指
引 、以 训 词 为 号
令，修武县公安局
不断加强和谐警
民关系建设，做到
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服务不缺
位，用忠诚践行人
民至上的铮铮誓
言，用实际行动书
写温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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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基层 警民同心

公安派出所是警务
工作的最前沿。虽然派
出所民警很多时候处理
的都是看似微不足道的
琐事，但这些事却都是群
众心头最大的事。事情
处理得好不好、群众满不
满意，直接关乎群众对公
安工作的满意度。

近日，孟津县白鹤镇七里村男孩小源的成
绩单让派出所的叔叔阿姨们很满意，他们专门
来到小源家中祝贺。
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2019 年 7 月 29
日，白鹤派出所辅警李璐琳在辖区工作时，发现
一名流浪男孩，他身上脏兮兮的，有多处刮痕和
蚊虫咬的包。李璐琳立即将此事上报。民警进
一步走访核实得知，
男孩叫小源，
父母离异多年，
一直跟随其父亲生活，但其父整日酗酒，不务正
业
为防止小源走入歧途，
民警们决定先找小源
的父亲沟通，
然而得到的却是其父亲几天前因酗

焦作

故事一
眼前这感人的一幕，发生在 2020 年 12 月 14
日傍晚。来自安徽的朱某和弟弟在修武县公安局
民警付治胜的帮助下，成功找到失散 50 年的亲
人。
当日 9 时，民警接到求助，朱某称其想找寻失
散 50 年的修武亲人。原来，在 1945 年，朱某的奶
奶带着其父亲逃荒到了安徽省，其父亲还有 3 个
姐姐留在了修武县生活。1970 年，父母曾带领年
仅 10 岁的朱某回过一次老家，之后便再没有回来
过。几年间，朱某父母相继去世，父母的遗愿便是
“落叶归根”。可是 50 年过去了，朱某只有儿时在
亲戚家玩耍时的零星记忆，却不知去哪里寻找亲
人。
民警经调查走访，于当日 17 时在东常村找到
了朱某的表弟李某。李某带着家人来到派出所与
朱某姐弟俩相认。离散 50 年的亲人，终于在民警
的帮助下团圆。

故事二
2020 年 5 月的一个雨夜，两名驴友深山迷
路，其中一人受伤。该局 27 人组成的救援小
组兵分两路开始寻找。此时，山间雨水从天
而降，救援民警雨中前行。泥泞的道路上荆
棘横生，大家衣服全部湿透、鞋子灌满了雨
水……被困群众手机电量已经消耗殆尽，随
时可能无法联系，处境越发危险，救援民警
着急万分。
次日 6 时，救援民警历尽艰险，成功将两
名被困人员找到。返程的路依然艰难，但是所
有人的步伐已变得轻盈，最终将两人带至安全
地带，
家属连声感谢。
据悉，
该局先后被评为全省优秀公安局、
河
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全省优秀公安基
层单位等，
并涌现出全国百佳刑警、
河南省十大
忠诚卫士，为修武县夺得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最高奖项——长安杯贡献了突出力量。

老人外出迷路 最终安全回家
□河南法制报记者 张杰 通讯员 马腾云 许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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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安为人民，贴心服务不
缺位。修武县公安局红石峡派出所
子房湖警务室的社区民警扎实做好
为民服务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个温
暖的瞬间都深深烙在群众心里。

今年 1 月的一天，修武县公安局红石峡派出所
子房湖警务室社区民警周全林、辅警马亮在辖区马
鞍石水库附近巡逻时，发现一名行动不便、精神恍
惚的独行老人，衣服上印有修武县第二中心敬老院
的字样。老人口齿不清，身上也没有任何证件，含
糊间只说自己是一斗水村人。
眼看着老人体力不支，周全林和马亮立即将其
扶进警车，
驱车赶回派出所将老人妥善安置。周全林

和马亮通过一斗水村支部书记联系到老人的弟弟，
老人的弟弟接到民警电话后立即赶来派出所。
民警经了解得知，
老人没有子女，
年轻时脑子受
过伤，
前段时间一直在修武县第二中心敬老院生活，
其家属近期刚刚把老人从养老院接回家居住，
当天老
人独自外出买药时迷了路，
家属也正在四处寻找。
家属看到老人安然无恙时，激动地握着民警的
手连声道谢，
夸赞他们是老百姓的平安保护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