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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警方

要保持警察队伍的战斗力，“新
鲜血液”绝不可少。而如何让新警乃
至学警尽快适应警务工作，是各地公
安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

今年以来，吴江区公安局以坚持
从严治警为引领，以注重能力培养为
主线，以建设和谐警营为载体，以滨
湖新城派出所为试点，从“管理、实
训、队建”三个维度，着力推动学警
实践教学提档升级，提升公安人才培
养质量水平。

建章立制 从严规范管理

今年到目前为止，滨湖新城派出
所共迎接了两批来自江苏警官学院的
学警。第一批学警于1月中旬前来报
到，6月底完成实践教学；第二批学
警的实践教学从7月中旬开始，将持
续至年底。

“第一批学警8人，全是男生。
第二批学警6人，4男2女。”滨湖新
城派出所副所长李闽告诉记者，对于
这两批学警，他们严抓思想教育，把
好“总开关”；严抓纪律管理，明确

“高压线”；严抓实习锻炼，实行“轮
岗制”。

“我们设置了110接处警、执法
办案、社区警务、巡防勤务4个实践

教学岗位，实行定期轮岗，帮助学警
在实践教学期间全面了解派出所工作
运行机制，有效掌握基层警务工作必
备技能。”李闽说，他们按照“政治
过硬、业务精湛、爱岗敬业、耐心细
致”的标准，选拔4名业务骨干担任
带教民警，与实习学警一一结对，通
过言传身教，为广大学警走好从警之
路打牢基础。

来自无锡的蒋帅是第二批学警之
一，他和他的同学都来自江苏警官学
院警务指挥与战术专业。他说，虽然
才在派出所待了不到一个月，但他已
经深深体会到，实际工作和他在警校
时的想像完全不同。

“目前，我们这批学警在110接
处警中心接受实践教学。不久前，有
人报警说，某小区的业主与物业公司
发生矛盾，门口被业主用车给堵
了。”蒋帅说，当时他跟着值班民警
赶往现场，看到该小区大门的进出口
都被车辆堵住了。“按照我的想法，
到场后应该立即让业主把车移走，然
后再让业主和物业公司坐下来协商，
化解矛盾。”蒋帅说，同时出警的民
警也让业主移车了，但是只让对方移
了一辆。

“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
做，回去后，一位老师傅给我解答了
原因。”蒋帅说，那位老民警告诉

他，当时业主的情绪非常激动，如果
让他一次性移两辆车，会让他觉得警
方偏袒物业公司，会激化矛盾；而只
让他移一辆车，既可以让交通得以畅
通，又能让业主觉得警方没有偏袒，
可以让对方情绪稍稍稳定，方便接下
来的调解。

“那位老师傅有句话说得很好，
警务工作需要按规章办事，但不能只
守着规章制度，有时候‘软’一点，
可以更好地开展工作。”蒋帅说，他
把那次出警经历和老民警的话相互印
证，发现的确如此。

以练促战 打造钢铁精兵

凌晨两点，视野所及均是漆黑一
片，太湖上风大浪急，船身被风浪打
得不停摇晃。虽然已连续搜寻了七八
个小时，可还是不见那些渔船的踪
影。心里有些焦急的滨湖新城派出所
执法办案队副队长盛成伟观察了一下
船上的队员，发现大家的精神状态良
好，尤其是两位学警徐志国和梁朔，
虽然船晃得厉害，但两人挺沉得住
气。

正当盛成伟想说两句给大家加油
鼓劲时，眼前突然出现一点灯火。虽
然那点灯火只是一闪而过，但办案多

年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的盛成伟绝不
会看错：那是渔船上的照明灯。

“各船注意，发现目标，熄灯，散
开，慢慢围上去。”通过对讲机，盛成
伟下达指令，随后各船散开，从不同方
面朝着“猎物”慢慢移动，一张“包围
网”逐渐成形……

这次抓捕行动中，参加行动的民警
持续航行了十几个小时，扣留渔船12
条，抓获25人，查获非法捕捞的鱼虾
1000余斤。期间，两名学警的表现，
让盛成伟刮目相看。“行动前，他们主
动请缨；行动中，自觉服从指挥；抓捕
时，也是令行禁止。”盛成伟说。

“这些学警的表现很优秀，我们的
实践教学开展得很顺利。”李闽告诉记
者，为了确保学警“能战斗”，滨湖新
城派出所依托所内实战教官、小教员队
伍，定期安排课程，组织学警与所内民
警共同开展体能训练和达标测试。该所
还邀请区公安局战训大队专职教官送教
上门，传授接处警实战技能，帮助学警
尽快掌握常见警情处置规范流程，提高
执法执勤水平，保障执法安全。

针对实习学警工作经验欠缺、心理
适应能力不强的情况，该所特邀辖区医
院心理咨询专家，开展“与我的压力和
解”“人际交往7要点”等主题交流活
动，带教民警也经常与学警交流工作感
受，更好地帮助他们克服畏难、浮躁、

焦虑等负面情绪，让他们“敢战斗”。
“除了‘能战斗’‘敢战斗’，我们

还教学警如何才能‘善战斗’。”李闽
说，他们创新开展“滨湖小课堂”活
动，由学警轮流走上讲台，结合个人擅
长领域进行知识经验分享，锻炼沟通技
巧，拓展视野格局。此外，该所还多次
组织学警开展实战技能应用比赛，模拟
处置各类警情，并邀请实战教官进行打
分排名，形成比学赶超、共同提高的良
好竞争氛围，全面提升学警个人综合素
质。

学·警融合 营造和谐氛围

在不断接触的过程中，学警从民警
身上学到了不少实战技巧，而民警也被
学警身上的蓬勃朝气所感染，双方的关
系十分融洽。

“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工作，让学警
可以尽快融入所队警组，凝聚战友
情。”李闽告诉记者，滨湖新城派出所
结合“四天一班”值班制度，将学警编
为4组分配至各班，搭配值班民警开展
接处警工作。安排学警共同参与中小学

“护学岗”、“331”火灾隐患整治专项
行动等重点工作，并组建了扫黑除恶学
警行动团支部，培养学警同甘共苦、风
雨同舟的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

另外，该所还为学警设立了个人档
案，记录他们的“成长路”。“我们为每
名学警建立个人实习档案，每日在工作
群内上报工作内容，每周撰写一周工作
总结。”李闽说，工作总结由带教民警作
出评价交所领导审核，每月上交阶段性
工作总结，汇报思想动态，梳理工作重
点，总结个人收获。派出所还将个人履
历表、体测成绩记录、谈心谈话记录、
学警工作照片等一并入档，记录实习生
活，展现学习成果，留存美好记忆。

“期间，每当学警有突出表现时，我
们都会在他们的实习档案上记上一笔。”
李闽说，“两名学警在一次行动中率先跳
河，勇救落水儿童。事后，我们给那两
名学警申请了见义勇为表彰，但也进行
了批评。”李闽说，警务工作需要一腔热
血，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但是，李闽
很肯定地说，他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为了激发这些年轻人的活力，滨湖
新城派出所建立了“青春滨湖、活力警
营”活动品牌，组织学警和青年民警成
立了滨湖新城派出所“星火”青年先锋
队，多次开展慰问孤寡老人、佳节送温
暖、走访老党员等志愿服务活动。

另外，该所还举办了“我与滨湖的小
故事”征文演讲比赛，学警通过演讲的形
式生动展现实习生活中的点滴体会，获奖
作品及现场照片全部收录所史室纪念册，
增强了学警的荣誉感和融入感。

“三维强化” 让学警学以致用
区公安局推动学警实践教学提档升级

融媒记者 姜明

人物简介：李利荣，1976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1998
年参加公安工作，现任吴江区公
安局城南派出所社区巡逻队队
长。由于工作突出，他曾多次获
得“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
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获评个人
嘉奖2次。

那 句 担 当 话

在吴江区的某居民楼里，一
名女子因家庭矛盾情绪激动，翻
过26楼的公共露台栏杆，坐到
了不到半米宽的延伸平台上，双
脚悬空，距离地面近百米，一旦
失足坠下后果不堪设想。李利荣
接到报警后火速赶到现场。

“我是值班领导，别怕，你
的事我负责，我来帮你解决！”
李利荣大声告诉该女子。此时情
绪失控并略显疲态的女子，在听
到这句坚定有力的承诺之后慢慢

冷静下来。这时，李利荣一边进行
教育劝说，一边观察环境选择救援
时机。危急关头，李利荣在来不及
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只身
一人爬上露台，将半个身子探出栏
杆，用双臂勾住该女子。此时的李
利荣完全用腿部的力量支撑着自
己，在场人员都为他捏着一把汗。
李利荣迅速将安全绳系在了女子身
上，在同事的协助下将她从百米高
空拉回楼道内。为了确保该女子的
安全，李利荣联系了该女子的家属
和朋友继续给该女子做思想工作，
在确保该女子真正安全后，李利荣
与同事才放心地离开。

其实，这样惊险的场面并不是
李利荣第一次遇到。2016 年冬
天，一名情绪激动的讨薪工人爬到
了工地6楼楼顶，处境十分危险。
李利荣不管使用怎样的劝导方式，
该名工人就是不予理睬，十分固
执。僵持了2个小时之后，李利荣
抓准时机，果断出击，在该名工人
倒下的瞬间抓住了他的一条腿，使

该工人倒挂在了6楼的平台边保住
了性命。

那 股 执 着 劲

1999年，刚刚工作不久的李
利荣就因为抓住了一个命案逃犯荣
立个人三等功，这与李利荣的这股

“执着劲”是分不开的。20年前的
吴江黎里，道路监控条件差，社区
人员信息不完整，要想快速找到一
名藏躲在村落里的逃犯，是一件非
常不容易的事情。李利荣靠一双

“铁脚板”挨家挨户走访调查，“我
就是翻遍辖区里的每一个角落，都
要把你找出来！”李利荣倔强地说
道。花了整整7天的时间，他走完
了辖区内的十几个村落，功夫不负
有心人，李利荣终于抓获了这名无
暂住信息、无固定住所、行踪不定
的嫌疑人。

“李利荣同志身上的那股‘执
着劲’使他面对困难时，从不低

头，不达目的不罢休。他的行动是
我们警队‘担当精神’最好的诠
释！”城南派出所所长迟东伟说起
李利荣这位“手头大将”满是称
赞。

那 颗 细 致 心

得益于多年的社区工作经验，
李利荣成了单位里的“调解能
手”。去年底，城南派出所接到一
起棘手的交通事故案件，事故双方
就赔偿问题始终没有达成一致，甚
至就协商态度问题一直争执不下，
局面僵持了半个多月。交警队的同
事向李利荣发来了“求助令”。经
验丰富的李利荣随即将双方人员分
隔开，先安抚好受害方家属的情

绪，并让双方推举一名代表参与协
商。由受害方代表，肇事方代表，
以及李利荣为代表的中间人组成调
解三方，在协商过程中，李利荣不
断换位思考，协助双方沟通交
流。经过5个小时的沟通，双方逐
渐冷静，各退一步，达成一致。
事后，李利荣收到了来自受害方
家属送来的锦旗。李利荣笑着回
忆：“因为调解交通事故纠纷而收
到受害方送来锦旗的，在我们所
还是头一回。”

李利荣就是这样一个行动派、
实力派，用一举一动践行着自己
21年前加入警队的誓言。就像这
次高空救援之后面对群众的称赞，
他却笑着说：“群众有危难，我是
人民警察，挺身而出是我的责任所
在！”

“我是值班领导，你的事我负责！”
特约通讯员 赵敏

本报讯 8月8日，桃源派出所接到苏州市反
诈中心预警称，辖区一女子正遭遇通讯网络诈
骗，需立即拦截。随后，民警采取多种方式联系
受害人，在其转账前及时拦截并挽回经济损失。

早上8时30分，正在休息的冯女士接到了一
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嘉定社保局”的工作
人员，称冯女士报销了一笔钱，约15800元，要
求冯女士去社保局办理相关业务。如果不去办
理，将会被嘉定公安局冻结银行卡。冯女士心存
怀疑，但诈骗人员马上通过转接电话的方式，帮
其接通“嘉定公安局”的电话，“公安局”要求加
QQ视频聊天。“公安局民警”告诉冯女士，要
想解冻她的银行卡，必须在银行卡里存钱，并
指挥冯女士通过支付宝花呗、微信微粒贷借
钱，再转存银行卡。根据“公安局”的指示，
冯女士通过网贷平台陆续借到1000元，并准备
转账。就在这时候，桃源派出所民警及时找到
了她，并阻止了她的行为。随后，民警对冯女士
耐心地讲解通讯网络诈骗的常见手段，及如何防
骗的小技巧。

警方提醒：通讯网络诈骗形式多样，无论对
方是何种身份，无论对方有什么理由，一旦对方
提到“转账”“安全账户”“汇款”等关键词，请
立即提高警惕，及时报警，防止上当受骗。

（王鹏宇）

警方火速出击
成功拦截电信诈骗

本报讯 近日，城南派出所接到一名女子报警
求助，其3岁的孩子和年迈的母亲被反锁在阳台
了，民警赶至现场后爬窗进入，顺利救出祖孙二
人。

当天傍晚5点半，孩子的奶奶去阳台忙碌，
小孩尾随奶奶进入阳台后，阳台的拉门被卡住，
孩子的奶奶在室外无法打开，奶奶急得满头大
汗，孙子也哭闹不停，不巧的是家里的大门也被
奶奶反锁了，孩子的妈妈无法进入家中。赶到现
场的民警担心老人和小孩的安危，决定不等开锁
公司来开锁，先从卫生间的窗户爬进房间。刚下
过雨的道路格外湿滑，从物业处借来的梯子有些
架不住，两名辅警紧紧地摁住梯子的两条腿。民
警顺着梯子爬上二楼的平台，猫腰侧身从卫生间
的窗户钻了进去，顺利地进入到室内，将反锁的
大门打开，并将阳台拉门卡住的锁拨开，成功地
将老人与小孩从阳台上救了回来。

警方提醒：家长在家中做家务时，也要密切
关注小孩的动向，确保小孩的安全，遇到紧急情
况时，立即拨打110。

（钱一铭）

祖孙被困阳台
民警爬窗营救

为丰富中小学生的暑期生活，近日，区公安局各单位积极组织“警娃夏令营”活动，学生们在民警的带领下，近
距离体验了交警、消防等岗位的工作，学习了防火、防溺水、防事故、防诈骗等知识，进一步增强了安全防范意识。

（龚轩摄）

警娃夏令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