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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在 1979 年写下了两行
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
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首
诗的名字叫做《一代人》，短短
两行字，却在特定的年份里流露
出了一代人希望的曙光。

2019 年，改革开放已逾四
十年，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的飞速
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物质及精神
面貌，经历了水大鱼大的一代
人，时刻面临着时代的抉择和考
验：1979 是复习高考还是南下
深圳？1990 是主动下海还是等
待下岗？通过 60 后老警的亲身
讲述，以及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和

经历，还原出当年的社会原貌及基
层派出所的变迁。

警营里的面包车工程师

我出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我
们这代人几乎没有科班出身的，80
年代初，乡里的一些年轻人南下深
圳创业，我胆子小，托人介绍到汾
湖面包车厂做工，那时候我蹬着家
里的高杠自行车上下班，学做汽车
是一份特别令很多人羡慕的工作。
汾湖面包车厂作为吴江装备制造业
品牌，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地

从苏州大众车行请来国外留学的工
程师进行技术指导，我们这些学徒
其实都是门外汉。

1984 年，我在面包车厂干得
很不错，一些制造技术已经很熟练
了，恰逢那一年芦墟镇派出所面对
社会招聘合同制民警，由于不是正
式民警，报名的人其实并不多。
1983 年芦墟刚刚取消人民公社建
立乡政府，乡里没有派出所，只有
公安局派驻到乡里人保组的公安特
派员，当时公安特派员的工资是
45 元，相当于企业工厂副经理的
工资水平。我和家人商量，决定去
试一试应聘合同制民警。

宣传工具的历史变迁

1986 年之前，芦墟乡和芦墟
镇是完全分开的，我的户口在芦墟
乡下，也就是农村户口，相比很多
的农民子弟，我的文化水平还是比
较不错的，经过笔试面试后，很快
就被录取了。那时候，芦墟镇派出
所装了两台手摇式电话机，所长室
一台，内勤室一台，两台电话机共
用一根线，上面打来电话，两部机
子就会同时响。平时我给下面村下
达重要任务时，先打到邮电局总
机，转到村通知村主任，村主任接
到任务后，再由村通过广播告知村
里的老百姓。我们要提前好几天下
达通知，时效性特别差，有些重要
的事情我还要亲自骑车到村上挨家
挨户通知。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通讯工
具出现了BP机，公安局给所里的

领导配发了松下BP机，有工作汇报
拨打传呼号，有紧急情况的，可以
通过人工台传输字幕到BP机上。到
90年代中期，办公室里已经用上了
座机，有条件的家庭装上了家用电
话，工作联络效率极大地提高了。
90年代末，摩托罗拉和诺基亚手机
的上市，再到今天的智能手机，我
可以坐在办公室里给村书记打电
话、发微信联系工作了。

从 1986 年 到 2019 年 的 30 余
年，一代人终究是老了，从绿装红
带裤到蓝装制式警衔，从边三轮双
斗出行到汽车出巡，从手摇电话扩
音喊话到智能触摸通讯，从当年45
元/月工资水平到 8000 元/月收入，
时代在不断前进，我们始终紧扣着
社会的发展和公安事业的伟大革新
奋力前行。

我和新中国一起成长
——一位老警的陈年往事

口述人：汾湖派出所民警 盛夫元 记录人：汾湖派出所民警 陈敏驹

下列被扣留车辆的当事人逾期未来接受处
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现予公告。请自本公告之
日起三个月内到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交警中队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绣湖东路110号，电话：
0512-63191989）、平望交警中队（平望镇副食
品批发市场西，电话：0512-63661985）接受处
理，逾期将对扣留车辆依法处理。

吴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交警中队
汽车
1.车辆号牌
鲁 D9J269 苏 E0F26N 苏 EW86Q5 苏

EHG796 苏EV10U1 苏E11920
苏EHG796 苏E96E8W
2.无号牌车车架号
LJ16AA3385702065SJDC24B223D055478
摩托车
1.车辆号牌
皖 SG5245 皖 RT1029 鲁 DCK471 浙

F5K981
2.无号牌车发动机号
16080123 11035341 8E10772

D2125745 89201883 8C800031 8B600205
91250627 8C303470 8DAD1713

V80317017 D2125727 JWB49ZZ8
8F80107

8A500714 91345527 8H103152
F1421205 H9501228 H9205715
161007033 17042209 F9022194
H6640063 H9009710 281270084
17052838 281260030 16051431
170807212

3.无号牌车车架号
145220170603381
电动车
车辆号牌
吴江A038662 苏 E1264253 吴 江

H08397 吴江A087896 KS633017
吴江A005210 苏G652237 吴江016557
另有：无号牌、无发动机号、无车架号摩托

车7辆、电动车12辆、自行车36辆、拖拉机2
辆。

平望交警中队
摩托车
车辆号牌
浙 F9M726 苏 E3H468 浙 F0V955 浙

E3V029 苏E5L569 苏E56070 苏E3V299
豫 SEM331 苏 EVV798 皖 NEV711 苏

ET0Y11 皖N50379 苏E5S685
另有：无号牌、无发动机号、无车架号摩托

车1辆。

吴江区公安局交警大队
2019年6月12日

扣留车辆处理公告（4）

扫黑除恶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1）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势；
（2）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群众；
（3）坚持综合治理，齐抓共管；
（4）坚持依法严惩，打早打小；
（5）坚持标本兼治，源头治理。

通过三年不懈努力，将实现哪“三个明显提升”
的目标？

（1）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特别是农村涉黑涉恶问题
得以根本遏制，涉黑涉恶治安乱点得到有效整治，人
民安全感、满意度明显提升；

（2）黑恶势力“保护伞”得以铲除，软弱涣散基
层组织得到有效整顿，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3）防范打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长效机制得以全
面建立，共建共治的工作格局有效形成，扫黑除恶工
作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

2019年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二年，要保持清醒
头脑，准确把握专项斗争的“时”“势”“责”。何为
“时”“势”“责”？

从专项斗争的“时”看，2019年是党和国家历史
上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
年；

从专项斗争的“势”看，随着专项斗争不断深
入，涉黑涉恶问题呈现出新特点；

从专项斗争的“责”看，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履
职尽责，勇于担当作为，实际效果是好的。

扫黑除恶知识问答（四）

护航
高考

本报讯 6 月 7日是高考第一
天，下午2点20分，松陵交警中
队执勤人员在吴江中学考点开展
高考安保工作时，接到一名家长
求助。家长称孩子上午考完后离
校和家长一起吃午饭，饭后却把
文具忘带了。可家长慌忙赶到吴
江中学送文具时，才被告知孩子
的考点并不在吴江中学，而在震
泽中学。两个考点有 6 公里距
离，此时离开考时间只剩30多分
钟，考点周边已经交通管制，而
且家长不熟悉震泽中学的位置。
时间紧迫，辅警丁涛立即驾驶摩
托车，第一时间将家长送至震泽
中学（见右图），确保考生顺利参
加考试。该家长对丁涛连声道谢。

（陈婷）

粗心考生遇到糊涂家长
幸亏交警及时来帮助

“各岗点请注意，考试结
束，考生即将离场。”对讲机里传
来指令。随着熟悉的铃声响起，高
考学子从考场内鱼贯而出，校门外
的家长们神情殷切，纷纷向学校大
门口涌来。

学子的高考任务已经结束，而
我的任务还需继续，汗流浃背的我
一遍遍重复着：请大家注意安全，
有序退场。曾经的我同他们一样，在
考场内奋笔疾书，如今我身着藏蓝
警服，第一次以人民警察的身份踏
上这片充满热血与拼搏的“战场”。

6年前的今天下着大暴雨，潮
湿闷热，让人的心情也因这样的天
气而产生一丝烦躁与不快。妈妈早
已去上班，身为交警的爸爸也已到
考点执行安保任务。望着窗外的大
雨，我不禁犯愁：我该怎么去学校
呢？眼看着离考试时间越来越近，
我一遍遍拨打爸爸的电话却始终无
人接听。我只好卷起裤腿，自己蹚
着积水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向了学

校。小伞根本挡不住瓢泼大雨，雨
水拍打在我脸上，脚上的鞋子也已
经被全部浸湿，我不禁有些难过。

到达考场后，我暂时将不良情绪
抛至脑后，全身心投入到这一场人生
中最重要的考试里。只是脚上早已湿
透的鞋子，还在隐隐让我感到不适，
提醒我是个被忽视的“可怜娃”。

考试结束后，我慢慢走出校
门，门口都是家长们翘首期待的
脸。“妮妮，这边！”听到有人喊
我，我回头一看，正是老爸。头戴
警帽、身着警服的爸爸站在人群中
分外显眼，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
雨水，正朝我用力挥手。“考得怎
么样？”老爸接过我手中的书包，
絮絮叨叨。而我积累已久的情绪在
那一刻迸发而出，泪水溢出眼眶。
老爸看到我哭了，有些手忙脚乱，
一边为我擦眼泪，一边略带愧疚地
解释：“对不起啊！今天是爸爸不
好，没想到会下这么大的雨。不过
爸爸给你准备了礼物，快打开看

看！”我打开爸爸手中的盒子，是一双
我心仪已久但是舍不得买的崭新运动
鞋。“爸爸知道你一个人走去考场，鞋
子肯定都湿了，所以让你妈给你买了双
新鞋，我那边任务一结束就带上新鞋来
接你啦，快试试合不合脚？”爸爸话音刚
落，我已经换好了鞋子，笑着对爸爸
说：“爸爸，快回家啦！”

记忆中的父亲总是一身警服很是
神气，虽然陪伴我的时间有限，但却
始终是我成长路上的好榜样。后来，
我如愿考上了警校，毕业后加入了吴
江公安。爸爸看着我也穿上了警服，
虽不曾夸赞过我，但每每乡邻提起，
总是带着自豪的语气：“我女儿和我一
样，也是警察！”

6年时光过去了，他不再年轻，
我已经长大，父亲给我买的那双新鞋
还放在家中鞋柜，我脚上的鞋子已从
浸湿的运动鞋变成了制式皮鞋，考场
外为学子守候的人也从父亲变成了
我，不变的唯有那份多年如一的守
护、责任与爱。

一双运动鞋
滨湖新城派出所 翁丹妮

滨湖新城派出所民警为考生补办身份证滨湖新城派出所民警为考生补办身份证。。

考生出发在即考生出发在即，，吴江警方严阵以待吴江警方严阵以待。。

桃源派出所民警护送考生乘车前往考场桃源派出所民警护送考生乘车前往考场。。

运西派出所民警在校园内维持秩序运西派出所民警在校园内维持秩序。。

滨湖新城派出所民警为第一位走出考场的考滨湖新城派出所民警为第一位走出考场的考
生送上祝福生送上祝福。。

交警在震泽中学附近维持交通秩序交警在震泽中学附近维持交通秩序。（。（何清摄何清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区公安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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