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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娄伟杰
通讯员 周国亮 薛建宏

县公安局桃源派出所是我县
公安系统内的第三大派出所，由
于辖区内工矿企业多、流动人口
多，在打击犯罪、调处纠纷、维
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任务非常繁
重。在全体公安民警的不懈努力
下，桃源派出所辖区内总体治安
形势比较稳定。

日前，记者走进桃源派出
所，与叶荣亦、应强、王俊等为
代表的老、中、青三代民警进行
了深入交流，挖掘民警们背后的
故事，向读者展示他们工作的艰
辛与不易。

勇挑重担的“老黄牛”

叶荣亦，1966年出生，今年
已经是他从警的第 30个年头了。
在客运枢纽警务站，记者见到叶
荣亦时，老叶连连摆手，说：“不
要采访我了，你要多去采访年轻
民警，他们战斗在一线，比我辛
苦多了，我这边工作其实比较轻
松，没有什么好讲的哦。”

从 1987 年成为公安民警以
来，叶荣亦从事过刑侦、治安、
社区等各个警种，在刑警大队、
治安大队、派出所等各个部门都
工作过，工作经验非常丰富。
2016年 9月 28日，客运枢纽警务
站正式成立，鉴于警务站所处的
客运枢纽是南来北往的旅客集散
地，人流量非常大，治安情况非
常复杂，需要一名经验丰富的民
警坐镇，桃源派出所的领导第一
时间就想到了工作认真负责、经
验丰富的叶荣亦。当时，叶荣亦
还是阳光社区警务室的一名社区
民警，当领导找他谈话，要他去
负责客运枢纽警务站时，叶荣亦
没有多想就答应了下来。

警务站内只有叶荣亦一名民
警，再加上 4名辅警，这就是这
个警务站的全部人手。记者来到
警务站时，辅警们外出设摊为周
边群众的电瓶车上牌去了，警务
站内只剩叶荣亦一人。叶荣亦介
绍说，他们每天的工作，主要是
做好客运枢纽及周边秩序的维
护，旅客之间纠纷的调解，解答
旅客咨询，督促客运枢纽安检口
做好安检工作，都是一些平凡而
琐碎的事。“以前做刑警和治安警
时，那时候才是真的苦，经常会
接到大量的案子，都要在时限范
围内办结，忙起来没日没夜的，
压力很大。现在到了这里，没有
了办案的压力，轻松了很多。”叶
荣亦对记者表示。但据记者了
解，客运枢纽警务站不仅要负责
维护客运中心的秩序，也要负责
火车站广场的秩序维护，每天都
有大量的旅客通过客运枢纽和火
车站前往各地，同时，警务站还
承担着旅游警察的职责，工作压
力其实没有叶荣亦说的那么轻松。

随着谈话的深入，记者也逐
渐了解到，在客运枢纽警务站，
平时工作量虽然不算很大，但节
假日却是他们最忙的时候，经常
要在第一班火车到站前的 6：
50，就要开始执勤，而晚上要等
到最后一班火车离站后的 9：00
才能下班回家。警务站成立一年
多来，这样连轴转工作的日子有
近 200天。“可以说，在人民群众
享受节日快乐的时候，就是我们
最忙碌的时候，节假日对我们来
说，已经没什么概念了。”叶荣亦
说。叶荣亦的表情比较严肃，第
一次接触难免让人感觉紧张。记
者在跟他说起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却笑了，“我这个严肃的表情，
对我的工作可有很大的帮助，客
运枢纽周边人流量大了，来来往
往的旅客之间难免会出现一些矛
盾纠纷，每当我到现场后，矛盾
双方看到这么一个一脸严肃表情
的警察来了，往往都能很快冷静
下来，下面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在叶荣亦和同事们的努力下，自

警务站成立以来，客运枢纽周边
未发生一起刑事和治安案件，受
到了周边群众的交口称赞。

而他的同事对记者说，老叶
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每天都板
着脸，看上去不好交流，但其实
这都是源于他对工作的认真、负
责，而且，接触久了后，你就会
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人。在
年轻民警遇到困难向他求助的时
候，他也会热情帮助。在警务站
工作时，每天都能遇到很多旅客
求助，老叶也是尽心帮忙解决旅
客的困难。

扎根基层的“工作狂”

应强，1977年出生的他，已
经有21年的警龄了，1997年从警
校毕业后，就一直在派出所工
作，基层工作经验丰富。

记者在阳光小区门口的阳光
警务室见到应强时，他刚从执勤
点执勤回来。“阳光警务室辖区范
围大，企业多，外来人口多，群
租房多，消防和治安防控压力较
大。”

“社区警务工作非常杂，千头
万绪，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
做。”警务站内就只有应强一名民
警，还配备有 9名辅警，要做的
工作却非常多，两周一次的快递
行业检查，一月一次的易制爆企
业检查，一月一次的使用剧毒物
品企业检查，三个月一次的重点
安保单位检查，半年一次法制宣
传进校园活动，再加上日常巡
逻、走访群众、排摸线索，可以
说是一天忙到晚，没有什么休息
的时候。

从警 21年来，应强从事社区
民警有 6个年头了，可以说经验
非常丰富。他说，要做好一名社
区民警，最重要的是要有扎根基
层、扎根社区、以警务室为家的
决心，社区工作需要耐心、恒心
和细心，工作千头万绪，没有这
几点，别想把工作做好。

“应强工作起来干劲很足，可
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快要把警务
室当家了，休息日他也基本上都
在警务室里，群众找他办事很方
便，一个电话，随叫随到。2017
年国庆节，加上中秋有 8天可以
休息，可应强却有 7天都待在警
务室工作，真的很拼。”桃源派出
所俞荣波副所长说。

阳光警务室辖区内大小企业
近千家，其中有部分是三合一企
业，也就是工作在楼下，吃住在
楼上的企业，还有几十家企业共
用一个门牌号的，小小的院子
里，挤下了 20多家企业，消防压
力非常大，督促这些企业做好消
防工作，成为了应强工作的重
点。只要一有时间，应强就会带
上辅警深入企业，对发现的安全
隐患，直接给企业主下整改通知
书，要求限期整改，整改时间到
了后，他又会上门检查整改情
况，他认真负责的态度，让很多
企业主在消防上面再也不敢打马

虎眼。这些企业内，还有很多外
籍人员在充当管理层，他们的一
些理念与法律观念与我们的不太
一样，很多政策他们都不能理
解，应强就一次一次上门走访，
向他们宣传法律法规，促使他们
逐渐转变了观念，主动配合公安
部门的工作。

人员的管理是社区警务工作
的另一个重点。阳光警务室辖区
内人口众多，流动人口的数量远
超户籍人口，人员信息不容易掌
握。应强就和同事们一次次进村
入户，了解租住人员情况，督促
房屋出租者主动登记租户的身份
信息，并及时报到警务室。应强
还经常和同事上门核查，确保人
口信息的准确性。

应强的儿子已经 12岁了，他
的妻子也是一名从事社区工作的
街道干部，两人的工作性质，注
定了他们都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用
来陪伴孩子，只能让孩子全托住
校，只能在周五晚上接回来，周
一早上再送到学校去。虽然孩子
周末还能在家，但也经常见不到
应强，大部分周末，应强总是在
警务室忙，虽然心里也很想陪在
儿子身边，但警务室的工作让他
放不下。每当儿子要他一起出去
玩，他总是说下次一定去，可这
个下次，已经说了不知道多少次
了……

干劲十足的“90后”

王俊，1990年出生的他，是
桃源派出所最年轻的一批民警。
从 2011 年 10 月加入警察队伍以
来，就一直在桃源派出所工作，
从事治安管理工作。

了解公安工作的人都知道，
在派出所里，一线办案的民警是
最辛苦的。每四、五天要值班一
天，一值就是 24小时，在这段时
间内，所有的报警都要由值班民
警去处理，在这期间接过来的案
子，要在接下去的几天内抓紧消
化案件，做出结果。有时候因为
传唤嫌疑人的时间是有规定的，
王俊在通宵值班后往往还不能休
息，要抓紧时间收集证据、办理
各种手续，直到把嫌疑人送到看
守所或拘留所后，工作才算告一
段落。记者问王俊，工作这么辛
苦，有没有后悔从事警察工作？
王俊笑着说：“当警察是我从小的
梦想，虽然现在是比较苦，但也
很有成就感，每破一个案子，每
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都会激励
我更努力地工作。”他的认真，却
差点让他错过了儿子出生的那一
刻。

2016年 4月的一天，严某欠
童某的钱，童某打电话给他，约
他一起吃宵夜，并商量还钱的
事。结果，在吃宵夜过程中，双
方因还钱的事情发生了争吵，童
某等人还用刀在严某臀部捅了 20
余刀，其中一刀刺中了严某左腿
坐骨神经，导致严某重伤。当王
俊接警赶到现场时，童某等人已

经不见了踪影。王俊当即把严某
送到医院抢救。后经鉴定，严某
的坐骨神经被刺断，属于重伤。
由于童某是本地人，王俊很快查
到了他的身份信息，但经过调
查，他已经隐匿起来了。

经过不懈努力，王俊终于在
2016年 11月 7日发现了童某的踪
迹，并循迹将童某在一家网吧内
抓获。经过审讯，王俊查清了另
外两名犯罪嫌疑人中有一人是童
某的妹夫杨某，四川人。发出协
查通报后，广东东莞警方来电，
杨某因吸毒被当地警方抓获，被
关在当地戒毒所。2017年 1月 26
日，王俊和同事前往东莞，将杨
某带回审讯，杨某交代另外一个
同伙叫刘某，也是四川人，也是
一名吸毒人员，不过他非常狡
猾，根本不用自己的身份信息，
都是冒用他人的，很难找到他的
行踪。

通过侦查和走访，王俊发现
刘某可能在贵州或广东东莞这两
个地方落脚。当王俊他们赶到贵
州，经过核查，却发现刘某并不
在这里。2017年10月26日，王俊
和同事们来到了东莞。在当地警
方配合下，经过近一个星期不间
断的查找，终于锁定了刘某落脚
的楼房。但由于该楼房属于群租
房，有 40 多个房间，租客近百
人，由于不知道刘某住在哪个房
间，房东登记的租客信息中也没
有刘某，王俊他们没有轻举妄
动。从楼房的监控中，王俊发现
了刘某的踪迹，但当时刘某外出
了，并不在楼里。经过一夜蹲
守，刘某终于出现，王俊和同事
一拥而上，把刘某当场抓获。

在蹲守过程中，怀孕的妻子
给王俊打来电话，说肚子疼，可
能要临盆了。这可把王俊急坏
了，老婆要生产了，自己却不能
陪在身边，他是多么希望能马上
抓到刘某，然后赶回宁海去见证
孩子的出生。抓到刘某后，心急
如焚的王俊和同事们立即带着刘
某赶到深圳火车站，希望能买到
夜里直达宁海的动车票，好第一
时间赶回宁海。但天不遂人愿，
晚上的车票已经没有了，只能买
到第二天早上最早的一班车的。

第二天一早，王俊带着刘某
踏上了回家的动车。当他回到宁
海，将刘某送到看守所，再赶到
医院时，妻子的羊水已经破了。
王俊舒了一口气，还好赶上了。
通过剖腹产，王俊的妻子为他生
下了一个六斤九两的儿子。抱起
儿子的这一刻，王俊感到一切都
值了。

“我喜欢警察这个职业，这么
多年工作下来，虽然很辛苦，但
真的值得我为之付出。”王俊说。

街头执勤的王俊

应强走访在辖区企业就职的外籍人员

应强带队检查群租房

叶荣亦带队检查出租房 叶荣亦核查流动人口身份信息

王俊带队核查流动人口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