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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深蓝的警服，闪耀的警徽，他们的故事平凡又温暖
——内黄县公安局“百日行动”为民服务侧记

贴心：
“有你们守护，
我很安心！”

全国公安机关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开展以来，内黄
县公安局在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聚焦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
“小案件、小纠纷、小事情”。 这个夏天，值班、巡逻、处警，他们步
履匆忙、夜以继日，只为守护这片土地的安宁与和谐。他们争当群
众身边的贴心人、暖心人、知心人，每日奔走在服务群众的路上，用
真诚打动群众，用执着与坚守书写着一个个感人故事。
□大象新闻·东方今报记者 于艳彬 通讯员 窦晓瑞/文图

暖心：
“在最需要帮助时，他们出现了”
“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
们出现了。身边有这样尽职尽责的
好警察，我们感觉很温暖、很幸福。”
在内黄县马上乡打工的郑先生感激
地说。
9 月 10 日 22 时许，内黄县公安
局马上派出所接一群众报警，称自己
掉进了沟里，
且被自己所驾驶的电动
三轮车压倒无法动弹。当日值班副
所长江灿接警后，
立即带领辅警袁建
伟、刘运行火速赶往报警人描述的地
点开展救援。秋意渐浓，凉风吹过，
稍显寒冷。顺着警车车灯所照之处，
民警看见，侧翻在沟里的一辆电动三
轮车下面压着一个人。
原来，被困人员郑先生系某建筑
工地工人，
当晚与工友小酌几杯后，
驾
驶电动三轮车回住处时，
为躲避车辆侧
翻到了深沟里。经过一番努力，
民警合
力将郑先生拉了出来，
确认其身体无大
碍后，又帮忙检查了电动三轮车的情
况。确保一切正常后，
民警考虑到其安
全问题，
便将其送回家中。郑某家人见
郑某被安全送回，
连声道谢。
9 月 16 日 21 时许，六村派出所
接到辖区热心群众报警，
六村乡中化

村有一名中年女子找不到回家的路
了。此时，
正在辖区巡逻的民警在对
讲机中听到后，
迅速赶到现场。
在现场，该女子答非所问，说不
清楚自己的住址和亲人的联系方
式。细心的民警发现，
该女子随身携
带的一张身份证上面显示其名字为
张某，户籍地是吉林省白城市洮北
区。民警立即将张某带回派出所，为
其送上食物和水，经过多方努力，终
于找到了张某家属王某的联系方
式。电话中，王某告诉民警，张某患
有精神障碍症，
已走失多日。在得知
张某被民警救助，
已经妥善安排到派
出所后，王某在电话中对民警的暖心
帮助连连称谢。随后，
王某赶到内黄
县，将张某接回家中。看见张某与家
人团聚，民警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暖心警事，每天都在上演，事情
虽小却足以温暖人心，
内黄公安用温
情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和平安。
当你形单影只时，他们会挺身而出，
给你无处不在的感动。当你孤立无
援时，他们做坚强后盾，给你不期而
遇的温暖。作为人民警察，
他们服务
为民的脚步，
从未停歇。

“谢谢警察同志的帮助，
有你们
守在孩子身边，我很安心！也趁此
机会，
祝大家节日快乐，
工作顺利！”
中秋节期间，走失孩子妈妈李女士
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中秋假期第二天傍晚，正在街
头巡逻的人民路派出所民警接到指
挥中心指令，在内黄县公园西北角
发现一名啼哭不止的男孩，疑似与
家人走失，请求民警帮忙寻找其家
人。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
场，由于男孩一直哭泣无法正常沟
通 ，于 是 民 警 先 将 男 孩 带 回 派 出
所。在派出所内，民警通过细心安
抚和耐心沟通，男孩缓解情绪后向
民警讲出了其母亲的姓名。民警通
过该姓名很快确定了男孩的身份，
并迅速联系到其母亲。
接到民警电话时，正在店里忙
碌的李女士还不知道儿子走失。电
话中得知走失的儿子目前在派出
所，
李女士很是感动，
深情地向民警
表示感谢。
半个小时后，李女士急匆匆赶
到派出所，看到民警对孩子无微不
至的照顾，向民警表达了深深的谢
意。在看到孩子扑进妈妈怀抱的那
一刻，众人紧绷的心也终于放松下

来。男孩家人为表示感谢，特意向
民警赠送了锦旗。
“每天看到你们在学校门口巡
逻，
我们家长真的很放心、安心。”
这
是许多学生家长的感激之言。
今年秋季开学后，校园周边人
流量逐渐增大，安全隐患也日益突
出。为此，内黄县公安局结合常态
化一体防控形势，
合理安排警力，
有
效把握时间节点，加强校园周边护
学岗建设，
净化校园周边治安环境，
全力开展护校安园活动。
为更好地了解校园情况并针对
性地开展活动，
每到一处，
民警就与
校园负责人深入座谈，了解学校对
派出所的需求及亟须解决的问题，
同时对校园保安在岗在位、用电防
火护学岗制度的贯彻落实等情况进
行检查，并对校园周边治安隐患进
行仔细排查。
各派出所民警结合辖区学校特
点，
严格落实校园助学岗制度，
加大
校园及周边巡逻频次力度，全力守
护师生安全。上下学期间，
民警、辅
警同教师们一起在校门口维持秩
序，
提醒学生及家长做好疫情防护，
同时提醒家长们在不必要的情况下
尽量不要入校探望，避免带来疫情
或产生治安方面的隐患。

知心：
既有批评和指责，
也有引导和鼓励，
感谢有你
“太谢谢你们了，
感谢你们的耐
心相劝，我们以后遇到事情会多商
量。”9 月 14 日，张龙派出所民警经
过 1 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成功调
解一起夫妻吵架纠纷，促成这对夫
妻握手言和。
9月14日，
张龙派出所值班民警
接到辖区大张龙村吴某电话报警称：
自己被丈夫高某打了，
请求出警处理。
“警情就是命令”，民警立即赶
到现场，
只见双方吵得面红耳赤，
屋
里东西散落一地，为防止矛盾进一
步升级，民警第一时间将两人分开
并了解情况。
经了解得知，二人因家庭琐事
发生矛盾造成误会，丈夫高某情绪

激动之下用手打了妻子后背一下，
但未造成吴某受伤，吴某一气之下
选择了报警。
了解完情况后，民警针对双方
矛盾的根源，分别对二人做思想工
作，
帮助其分析自身存在的错误，
正
确处理夫妻关系，希望夫妻二人互
助互爱，
遇到事情要冷静，
有商有量
地进行。
经过民警一个多小时的耐心调
解，
双方都认识到自身的错误，
高某
更保证以后绝不动手打妻子了，一
起家庭矛盾纠纷得以顺利化解。
“感谢警察，
警官既有批评和指
责，
也有引导和鼓励，
感谢有你！”
夫
妻俩高兴地表达了对民警的感谢。

负责：
百问不烦、
有问有答，
我们感到特别受尊重
近日，在内黄县便民服务中心
大厅出现暖心一幕，一位花甲老人
王老太向工作人员要来纸和笔，在
大厅现场手写一封表扬信，以表达
对内黄县公安局审办科民警叶莎莎
的感激之情。
“叶莎莎，
办事认真、态度好、负
责任，百问不烦、有问有答，对老人
特别尊重……”
当天上午，王老太到内黄县公
安局审办科大厅窗口办理户籍手
续，民警叶莎莎热情主动接待了老
人，她详细询问王某所需要办理的
业务情况，并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
为老人答疑解惑，讲解办理所需要
提供的证件，
最终，
顺利为王老太办
理好业务。事情虽小，但老人被叶
莎莎认真负责的态度深深感动，待
业务办理完结后，她向工作人员借

了纸和笔，当场手写了这封表扬信
向民警叶莎莎表示谢意。
“这封表扬信是群众对我工作最
好的鼓励，本来这是一件很普通的
事，
作为一名服务人民群众的窗口民
警，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
旨，
特别是遇到老弱病残孕这些特殊
人群，
为他们提供热心、
细心、
耐心的
温馨服务更是我应该做的，
其他人遇
到也会这样做……”叶莎莎一边贴
心帮学生整理发型一边微笑着说。
“只要时刻把群众的事装在心
里，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从一点一滴做起，持之以恒为民办
实 事 ，就 一 定 能 够 赢 得 群 众 的 信
任。”在内黄县公安局广大民警心
中，一定要努力把服务群众的小事
做好，让老百姓感受到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