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他每天行
走在林州市区
的大街小巷!用
一双 "火眼金
睛#洞悉着身边
的一切不法分
子!用一颗孜孜
不倦的心刻苦
钻研业务!不断
创新工作模式$

他不仅拥有着
硕士研究生的
学历!更拥有着
过硬的本领%出
色的业务能力
和无私的奉献
精神 $ 他就是
林州市公安局
巡特警大队二
队中队长郭金
明$ 入警以来!

他先后被评为
&河 南 省 优 秀
人 民 警 察 #%

&安 阳 市 优 秀
人 民 警 察 #%

&中 原 人 民 卫
士 #% &优秀党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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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荣
立个人三等功
一次 ! 所带中
队连续两年被
评为全市 &青
年文明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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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魏俊浩 实习生 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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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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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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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 林州市

太行路百货大楼附近的快车道上!两

名三四岁左右的幼童在车流中哭喊

奔跑!刺耳的刹车声此起彼伏"

就在危急时刻!一辆巡逻车紧急

停下!两名民警冲了出来!箭步上前!

抱起孩子!闪到慢车道上" 附近行人

不禁长吁一口气!悬着的心也终于落

了地"

救小孩的民警就是郭金明和他

的同事" 当日!他和同事刚好巡逻至

此!当看到两个小女孩身处危险之中

后!郭金明当即停车救人" 然而在询

问过附近行人和居民后!却没人知道

是谁家的孩子" 为了孩子的安全!郭

金明又将两个孩子带到单位"

看到孩子不停啼哭!郭金明又跑

到超市买来了果奶和蛋糕等食品!慢

慢地哄着让孩子吃!对着面前和蔼可

亲的警察叔叔!两个小女孩终于停止

了哭泣"

此时!郭金明开始细心地询问孩

子家里的情况! 但因为孩子年龄小!

他终究还是没有得到什么线索" 怎么

办呢# 如果孩子的家长找不到孩子该

有多着急呀$ 百姓事无小事!郭金明

立即与
%%"

指挥中心取得了联系!查

询有没有人报警!同时又联系其他巡

逻车注意寻找丢失孩子的父母%

此时!正在焦急中的郭金明忽然

看到了孩子挎着的小书包!眼睛不禁

一亮!马上安排其他民警到附近的幼

儿园进行走访" 一直到当天下午!终

于找到了孩子的家长" 两个孩子的母

亲看到女儿安然无恙后!激动地抱住

女儿哭成一团"

原来!

&

岁的娇娇和燕燕同住在

一条街上!当天早上!她们趁父母不

注意!偷偷从家溜了出去!谁知越走

越远!最后迷了路"

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努力搞

好本职工作是郭金明一直以来对自

己最基本的要求" 他以林州市公安局

的网络化巡逻防控体系为中心!采取

灵活多变的方式!进行公开巡逻 &便

衣巡逻 &蹲点守候 &设卡检查 &上网

比对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工作模

式!抓获了一批现行违法犯罪分子"

在
!""#

年打击 '两抢一盗 (工

作中!郭金明和队员一起蹲点守候&

摸排线索! 在公共场所抓获现行犯

罪人员
!%

人!并打掉两个盗窃电动

自行车团伙 % 在他的精心部署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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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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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凌晨
&

时!一个入

室盗窃团伙全部落网! 当场查获被

盗电动车一辆% 郭金明凭着多年的

工作经验! 感觉到这个团伙的人员

不是'新手(%

经过初步了解! 得知作案人员

都曾经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有一定

的反侦查能力! 如果以传统的方法

进行审讯! 不可能让犯罪分子主动

全部交代犯罪事实%郭金明从他们没

有亲属和其中两人又与父母断绝关

系的实际情况入手!以人性化的办案

方式给犯罪分子做政治思想工作!并

在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期间!给他们

买来衣服&被子等物品%

郭金明的行为终于感动了犯罪

嫌疑人!案件顺利告破!并一举带破

了
!""#

年
$

月以来黄某 &石某 &王

某和杨某
&

人在林州市区及城郊 &

姚村等市区周边乡镇 !入院盗窃
#(

起的特大系列盗窃电动车案 % 其中

涉案盗窃电动车
')

辆 & 摩托车
!

辆 &自行车
*

辆 &现金
!"""

元 !给

居民造成经济损失
%)

万余元 %

案件还远没有结束 !郭金明顾

不上休息 ! 和办案人员赶赴鹤壁 &

安阳市区和水冶等地 ! 仅用
!"

天

时间就追回了被盗赃车
*%

辆 )其

中电动车
)(

辆 &摩托车
!

辆 &自行

车
&

辆 *! 及时挽回了人民群众的

损失 !依法起诉 +两抢一盗 (犯罪嫌

疑人
%&

人 ! 在打掉黄某盗窃团伙

的同时 !又成功打掉郭某盗窃电动

车犯罪团伙 ! 追回被盗电动车
%)

辆 %

人文办案 端掉盗窃团伙

在日常的巡逻中!郭金明坚持打

防并举!加强盘问和检查力度!预防

各种恶性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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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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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的一个深夜!郭

金明巡逻至林州市南环路东段时!他

发现路边停有
'

辆面包车!牌照均是

外地的!且车上坐满了人!有百人之

多!形迹十分可疑% 郭金明遂上前盘

查!原来!车上的这些人是受人指使!

准备在第二天的某村委换届选举中

闹事% 获得这一信息后!郭金明立即

向大队领导和局领导汇报!市公安局

领导获知这一警情后高度重视!加大

了第二天的警力安排部署!震慑了闹

事者!维护了选举秩序!保证了选举

的正常进行%

%%

月
!%

日晚上! 郭金明巡逻至

林州市区长春大道时!发现路口停放

着一辆无牌照的昌河面包车!车内有

人但长时间停留不动!长期巡逻处于

警戒状态的郭金明断定!此车一定有

问题% 他让民警悄悄地从四周靠拢!

然后迅速打开车门!大喝一声,+不许

动!干什么的# (车上三名男子顿时变

得神色慌张%

民警随后在检查中发现!司机证

件与车辆不符% 郭金明当即决定对车

内物品进行检查!而车上一名男子见

势不妙企图下车逃跑!训练有素的郭

金明一手搂住其腰!一把将其摔翻在

地%

民警在车内发现一黑色提包!里

面装着猴帽&匕首&胶带和绳子等物

品% 原来!仨小青年听说某网吧女老

板是林州一著名企业家之女后!便购

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和其他作案工

具!连续尾随多日!准备实施绑架!但

均未能得逞% 当晚!他们又尾随女老

板伺机作案!不料被郭金明识破并抓

获%

打防并举 严惩多发性犯罪

巡警的工作是单调的!但郭金明

始终牢记一名巡警的职责!在自己的

巡区内兢兢业业& 任劳任怨地工作

着% 每一次出警巡逻!他和队员都感

到肩上的担子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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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份的一天晚上!郭

金明和队员在市区巡逻时接到指挥

中心指令称!林州汽车站附近的某旅

社内有人酒后闹事% 接警后!他和队

员迅速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发现原来

是旅社负责人李某酒后与客人发生

纠纷!并将客人撵出旅社% 正当巡警

上前敲门询问时!细心的郭金明发现

一股浓烟从屋内飘出% 郭金明看情况

不好!立刻冲进房内!火势已经在房

间内蔓延开来!他安排其他人员联系

消防车! 自己却奋不顾身地冲了进

去! 确认没有其他客人在房间内后!

立即开始着手扑火% 几分钟后!消防

车赶到现场!联手将火扑灭!而郭金

明却成了+黑人(%

而最让郭金明同事难忘的是去

年春节大年初一% 郭金明刚侍候完母

亲吃药!手机突然响起% +单位又有新

任务了(!他同母亲说了一声!便跑到

单位接受新的任务!而这一走就是几

天!卧病在床的母亲眼巴巴地等着儿

子回来过春节!可郭金明愣是没往家

里打过一次电话% 郭金明的母亲和妻

子也非常理解他的工作!没有因此而

拖累他! 相反也为有这样的好儿子&

好丈夫而感到骄傲%

恪尽职守 用奉献书写人生

作为一名硕士研究生 !郭金明

的业余生活就是将自己投身于各

种书籍中 % 在他的办公桌上 !摆满

了各种书籍 !他说 ,+在清闲中陶冶

自己 !充实自己 !在工作中锻炼自

己 !这样的生活才有意义 % (

郭金明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

置于公安队伍建设的首要位置 % 他

带领二中队深入开展了 +纪律作风

整顿 (&+四项整顿两规范 ( 等教育

活动 !把各项政治思想教育活动同

+忠诚服从 &拼搏奉献 &团结协作 &

公正廉明 (的林州警察精神教育紧

密结合起来 ! 大力开展忠诚教育 !

努力塑造忠诚警魂 !使公安队伍始

终忠于党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忠

于法律 !人人争当忠诚卫士 !确保

公安工作始终在党委 &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 !始终服务服从于全市经济

工作 % 同时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教育 !切实打牢执法为民的思

想基础 !牢固树立严格依法履行职

责的观念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

念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等 ! 进

一步提高民警的执法能力和执法

水平 !真正做到严格 &公正 &文明 &

高效执法 !全年来无一起违法涉诉

案件! 在年度执法考评中受到市公

安局的好评%

作为一名基层民警! 郭金明在

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爱岗敬业! 顽强

拼搏 !秉公执法 !无私奉献 !取得了

突出的工作成绩%但他不骄不躁!努

力工作! 继续为公安工作奉献自己

的一切! 在林州公安战线上树起一

面旗帜%

常学不辍 用知识武装自己

百姓无小事 用爱心践行诺言

基层
民警标兵
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