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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七十华诞，普天同庆，万民共欢。

我们的公安民警坚守一线，为大庆安保贡献力量。

国庆长假是最美好的期待，走亲访友，结伴出游。

我们的公安民警加班加点，为辖区百姓守护平安。

为了千家万户的团圆和平安，民警们早已习惯了在工作岗位上迎接节日。

节前检查，节后安保；

群众过节，警察站岗。

对于民警来说，这是工作，也是责任；这是习惯，更是使命。

国庆长假期间，吴江的公安民警巡逻守卡，疏导交通，处置警情，调解纠纷……

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每一个节假日，都是民警最忙碌的时刻。

祖国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离不开公安民警的守护和付出。

正是千千万万基层民警的默默坚守与付出，才有一方平安与祥和。

他们说——

冲着老百姓的关心和肯定，再苦再累也值了！

“姑娘，姑娘，我们没叫外卖，你送错
了。”10月1日晚上10点28分，室外风雨交
加，盛泽西二环查报站收到了一份外卖，然
而执勤的盛泽派出所民警辅警，以及站里的
增援警力都没有点过外卖，辅警严培根急忙
追出岗亭，却发现送外卖的女孩已经驾车离
开了。

民警陈富昌打开沾满雨水、但包裹严实的
外卖袋，发现里面是热乎乎的炸鸡和奶茶，还
有一张便签纸，用秀气的笔迹写着：“哈喽，
警察哥哥、叔叔们，外卖来啦。我也不知道你
们有几个人，平时路过目测有4、5个人，就
炸了点东西，你们分着吃点。不知道你们吃不
吃夜宵，不过别浪费哦。值班辛苦了，国庆快
乐！”

当天正值台风“米娜”过境吴江，气温陡
降，虽然湿冷的天气让人直打寒颤，但值守的
民警和辅警都被这份突如其来的“爱心外卖”
温暖到了。

“这是我吃过最热乎的夜宵。”陈富昌说，
他们轮流吃了夜宵，不仅身上暖和了，心里也
热乎乎的。

由于当时风大雨大，从模糊的道路监控
中，记者看到一名年轻的白衣女孩，撑着一把
红伞，把外卖塞给严培根后，就匆忙离开了。

“人家姑娘冒着这么大的雨来送夜宵，我们都
没谢谢她。”得知查报站民警辅警想要寻找白

衣女孩后，记者也主动参与。10月6日，经过
多方联系，民警和记者终于找到了这位热心市
民，她是家住盛泽镇的小赵。

通过电话，陈富昌代表查报站，向小赵表示
感谢。面对采访，小赵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一再
请求记者不要透露姓名。

原来小赵在与盛泽相邻的浙江省嘉兴市新塍
镇开了一家炸鸡店，每天清晨，她都要从家中赶
到店里，晚上11点左右再返回盛泽。盛泽西二
环查报站是小赵每天往返的必经地。“无论什么
时候经过，查报站都亮着灯，无论严寒酷暑，都
有人值守。”小赵说，“执勤民警辅警很辛苦，一
直想找个机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感谢，因为有他
们在，我感到很安全。”

国庆节当天，小赵在结束了一天的营业
后，又精心准备了一份外卖，她想把自己想了
好久的“心意”亲手交给坚守在岗位上的民警
辅警。由于担心送过去的时候不知如何表达，
反而影响民警辅警工作，她就在便签上写下了
自己想说的话。小赵说：“每一个晚归的夜
晚，看到远处亮灯的岗亭，我就觉得到家了，
一天的疲惫也因此一扫而空，真的很谢谢他
们。”

“冲着老百姓的这份关心和肯定，再苦再累
也值了。”查报站负责人俞志标说，在刚刚过去
的7天长假里，他们日均检查车辆400余辆、
1000余人次，抓获网上在逃人员2人。

雨夜执勤收到“暖心外卖”

“同里的交警真好"！10月1日晚，一位老人握着同里交警中
队辅警徐青国的手激动地说，这夸奖的背后有一个暖心的故事。

当天晚上8点左右，同里交警中队的民警、辅警们还在为新
中国70周年大庆安保和同里景区的平安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
中队的两辆巡逻警车正在景区的各条道路上巡逻，其中辅警徐青
国、周超等人的巡逻车巡逻至景区南大门时，发现一位六旬老人
正在路边徘徊，看样子好像迷路了。辅警徐青国立即停车。“大
伯，你遇到什么事情了？”徐青国问道。“我住的旅馆找不到了，
我已经走了4圈了。”大伯无奈地答道。徐青国一听，立即安慰
道：“大伯，不要担心，我们先带你回派出所，帮你查下登记时
是哪家旅馆，然后再把你送过去。”随后他们把大伯扶上了警
车，回到了派出所。

路上，经询问得知，大伯姓童，今年62岁，来自安徽，是

趁着国庆假期，独自来水乡同里古镇旅游的。在刚到同里时，大
伯就找了家旅店入住，然后在景区游玩了，直到晚饭后，老人看
完古镇的夜景，准备回旅店时，却认不得回旅店的路了，转了几
圈也没找到。由于大伯忘记了自己所住旅馆的名称，连问也没法
问，当他再次来到景区的南大门时，正好遇到了同里交警的巡逻
警车。

回到派出所后，徐青国他们在网上并未查到相关信息，只好
根据老人描述的地点，带着老人一家一家旅店去问，然而，同里
有着一百多家的民居客栈，要找一家不知道名字的客栈并不容
易。50分钟后，当徐青国他们来到环湖路路口时，大伯终于看到
了自己登记入住的客栈，原来是一家名叫雨轩的旅店。

当徐青国他们把大伯交给旅店老板时，大伯激动地说：“同里
的交警真好！”

“同里的交警真好！”

提到练建国，滨湖新城派出所的同事无不
为他竖起大拇指。1980年出生的他，虽然年
纪不算大，但却是有着23年巡防工作经历的

“老公安”了。作为巡防辅警，这些年来，工
作时常遇到阻力，但是他从不提困难，当任务
来临时，他说得最多的还是：“我是党员，我
来！”

2012年，练建国来到刚成立的滨湖新城
派出所，继续他的巡防辅警工作。今年6月
21日晚至22日凌晨，滨湖新城派出所在东太
湖水域破获一起近年来最大的“电捕鱼案”，共
抓获犯罪嫌疑人18人，查获非法捕捞太湖水产
品1000余斤。该案为迄今为止太湖流域单次抓
获犯罪嫌疑人人数最多、水产品数量最多的非
法捕捞水产品案。在这起案件的侦办过程中，
练建国作为土生土长的太湖边人，主动请缨，
带领巡防队员们进行蹲守，夏天的东太湖白天
像烤箱，晚上像蒸笼，经过连续一星期的紧

盯，在忍受了无数蚊虫毒辣叮咬、淋漓汗水浸湿
衣衫后，练建国摸清了嫌疑船只的出没时间和大
概水域，为民警一举破案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在滨湖新城派出所工作7年来，同事都喊他
“拼命建国”，因为这7年间，苏州湾发展迅速，
已然成为吴江的商业中心、生态宜居区、旅游度
假区，大量市民及游客选择在节假日前往，所以
7年的节假日，练建国全都在岗，哪怕并没有排
到他值班，他也一定准时出现在辖区路面，这对
他来说已经是一种习惯，也是他的一份执着。这
份执着源于他出生在新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父母
为他取名“建国”，希望他能为祖国建设添砖加
瓦的爱国情怀；这份执着来自他身穿警服，保民
安宁的责任感。

也许是特殊的缘分，今年是练建国在滨湖新
城派出所的第7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他在一线，用自己的行动守护着辖区平安，为大
庆安保贡献自己的力量。

执着的守护

陈鹏是震泽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在这个家长里短的平凡岗位上，他
已经坚守了8年。最近所里忙着大庆安保，他作为社区民警，忙着重点
人员管控，忙着企事业单位消防隐患排查，忙着流动人口管理，忙着走
访宣传……除此以外，他还扎口管理着所里的内保、国保、重点人员管控、
社区禁毒等工作。虽然家就在震泽，可这一忙，他已有5天没有回家了。

这日又轮到陈鹏值班，中午趁着吃饭的间隙，他匆忙与儿子通了个电
话，手机那头儿子还在口齿不清地絮絮叨叨：“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看我
呀？”这边对讲机里就传来清晰而急促的声音：“震泽长三角农副产品市场
内有人员发生纠纷，请民警迅速赶往现场。”陈鹏只得匆匆与儿子话别，挂
断电话拿起九小件便赶去现场处警。到达现场时双方正吵得不可开交，眼
看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陈鹏便将双方都请至所内调解室作进一步调解。
一开始双方态度都很强硬，陈鹏在一旁都插不上话，谁都不肯让步，后来
陈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们相互理解对方的难处。一席推心置腹的

话后，双方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相互表达了歉意，握手言和，一场风波
就此平息，而时间已不知不觉到了下午3点。中饭只吃了一半就匆忙处警
的陈鹏此时已是饥肠辘辘，但也顾不上多咬几口饼干，因为对讲机里又
传来了声音，稍作休整的他再一次投入到紧张而忙碌的执勤工作中。当
晚10时45分左右，正在为一起打架斗殴事件作笔录的陈鹏突然感觉浑
身冒冷汗，同事很快就觉察到他的不对劲，立马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他
却轻轻摆摆手说道：“不要紧，马上就问完了。”令同事没有想到的是，
几分钟后陈鹏突然站起身快速离开办公区，在卫生间剧烈呕吐起来，连
续熬夜加班4天，值班又开启“疯狂处警”模式的陈鹏因身体过度劳累
再也支撑不了，11个警情，6份笔录，这是他这天的工作量……

平安从来不会从天而降，有人之所以看不见黑暗，是因为有许多像
陈鹏一样坚守一线的民警默默付出，用身躯将黑暗堵在了你看不见的地
方。陈鹏只是千万基层民警的一个缩影，为的是守护辖区的一方安宁。

有一种责任叫坚守

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对
于滨湖新城派出所民警席超然来说，更是一个特
殊的日子，当天也是席超然28岁的生日。今年
夏天刚升级做了父亲的他，10月1日虽然无法
与家人共同庆生，但是能够在这样一个普天同庆
的日子坚守在岗位上，他感到十分荣幸。

滨湖新城辖区作为一片新兴开发区，全区实
有人口6万余人，有63个建筑工地，辖区治安
警情十分复杂。

“夏蓉街和体育路交界处向西100米工地发
生纠纷警情，请值班民警至现场出警。”

“龙河花园有一名老人摔倒，请值班民警至
现场出警。”

“喜庆苑小区发现赌博警情，请值班民警至
现场出警。”

……
低头一看已是下午一点，从早上上班到现在

几乎没有停下过，席超然在路边快餐店买了份
面，正准备垫垫肚子，电台指令再次传来：“万
宝商业广场一名6岁儿童走失，请值班民警至现
场出警。”

商场内，孩子的母亲焦急万分，见到民警前

来，一个劲地拉着席超然的手臂：“警官求你了，
一定要帮忙找到我的儿子，要是他找不回来，那我
也活不了了。”

“请你先冷静，把事情经过详细跟我说明，我
们一定会尽力的。”席超然询问了孩子的体貌特征
及事发经过后，一方面立即联系商场物业方协助寻
找，另一方面及时通知路面巡防队员，在商场附近
进行留意。

可是由于国庆节当天商场人头攒动，孩子身材
又十分矮小，通过商场内监控视频进行轨迹追踪到
商场某一转角处时，孩子的身影进入了监控盲区，
就此消失在监控画面中。在众人手足无措之际，席
超然果断将现场人员分成两个小组，一组继续一帧
一帧查看现场监控，另外一组队员则在孩子最后出
现的地方附近进行寻找。经过一个半小时的努力，
席超然终于通过监控在商场停车场的角落里发现了
走失的孩子。见到他安然无恙，席超然长舒了一口
气，重新回到警车上，看到一旁早已糊了的面条，
笑了笑将它扔进了垃圾桶。

从早上9点至傍晚5点，席超然共处置警情10
余起，在举国同庆的这一天，他用自己的坚守与付
出，默默肩负起保一方平安的责任。

我和祖国一起过生日

“特别感谢警官热心的帮忙，终于找到手
机了！感谢您、感谢大家的帮忙。”顾阿姨激
动地说。

10月3日早上，顾阿姨陪着女儿、女婿
从上海来吴江旅游，经过金家坝平桥的时候，
到路边买东西的她不小心把手机丢失。等到再
回去找的时候，手机已经不在了。顾阿姨心情
十分焦虑，担心手机里面的钱会被人盗用。后
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她来到金家坝派出所
寻求帮忙。

值班民警看见顾阿姨十分焦急的样子，
赶紧上前询问是怎么回事？在得知顾阿姨手
机在金家坝平桥丢失的事情后，立即通知路

面巡逻队员前往事发周边路段进行走访。后经
走访发现，顾阿姨的手机被一个穿白衣服的男
子捡走了，现人已经开一辆白色的越野车离开
了。

民警掌握这一情况后，立即通知综合指挥室
的值班人员对该车辆进行研判。通过对事发周边
的监控进行分析，民警发现在事发前几分钟，一
路口有一辆白色越野车与该车辆信息吻合。民警
立即与该车主取得联系，经核实，顾阿姨的手机
确实被车主给捡走了。后民警与该车主进行沟
通，车主立即答应将手机送至派出所。

顾阿姨拿到失而复得的手机的那一刻，心情
激动不已，对警察和车主都表示非常感谢。

国庆出游手机遗失 警民合力快速找回

在新中国70华诞的这天，不少人早已蹲守
在电视机前等待阅兵典礼的到来，与新中国共享
这一辉煌时刻，然而有那么一群人，依然坚守在
自己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用赤诚忠
心守护万家安宁。

10月1日9时许，一辆装满雪梨的小型货车
与一辆混凝土车相撞，货车内的货物因猛烈撞
击，纷纷“跑”了出来，占据了路面。此时，平
望派出所巡逻的辅警周榕林正好经过此处，立即
将情况上报综合指挥室，并通过电台呼叫路面巡
逻警力到该处进行救助，自己赶快帮忙捡拾“逃
离”的雪梨，弯腰、起身、放置……不知重复了
多少次这样的动作，微凉的秋雨早已将其警服淋
湿，曾经的腰伤也再次复发，他却浑然不知，竭
尽全力为车主挽回损失。等到增援的警力赶到

后，他又赶忙加入疏导交通的队伍中，左转弯、右
转弯、直行……笔挺的身姿、规范的手势，制服蓝
与国旗红交相辉映，在路面上构成了别样的“警”
色，短短十分钟内，该路段就恢复了正常秩序。周
榕林正准备离去时，突然听到一声急切的喊声：

“小伙子，等等，等等。”“我这有些梨，是我自己
买的，你拿些走，今天真的太谢谢你了。”“没事没
事，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梨我就不吃了，大爷继续送
货时要注意，下雨天，路面湿滑，开车要小心。”周榕
林笑着说道。此时，对讲机内传来声响：“队长，这里
发生单车事故……”匆匆和司机告别，又踏上了下一
个“守卫点”。

国庆不“打烊”，正是有他们的辛勤付出，才
有我们今天的和平安宁。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
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罢了。

国庆不“打烊”，他们在路上

国庆佳节第一天，本着“有警出警、无警巡
逻”的原则，松陵派出所民警徐晨皓在松陵大街
小巷边巡逻边出警。处置完几起简单的纠纷警情
后，徐晨皓一看手表，已经10点多了，想着阅
兵式已经开始，自己只能抽空回去看重播了。突
然“砰”的一声，响起了一阵爆竹声，徐晨皓立
马调转车头循声而去，行驶至仲英大道时，果然
发现一家新开的装饰公司门前张灯结彩，地上散
落着爆竹碎片。徐晨皓停下车走进店内，老板一
看民警来了，一下意识到问题，笑脸相迎，拿了
喜烟往徐晨皓兜里塞，被徐晨皓严词拒绝。徐晨
皓解释了禁放烟花爆竹的相关管理规定，对该店
负责人进行了处罚。

11点37分，电台里传来了指令：“三角井
公交站台有乘客因携带汽油上车引起纠纷，请民
警迅速前往处置。”易制爆化学品管理这块的工
作本就是徐晨皓负责的，听到警情后，徐晨皓回
忆近来并没有个人申请过购买散装汽油，这人怎
么会有散装汽油，还要带上公共汽车，而且事发
地在人流量最大的城中心位置……徐晨皓不敢往
下想，第一时间冲到了现场，可是三角井站台一
辆公交车都没有，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徐晨皓
立即联系报警人，也就是公交车驾驶员，询问清
楚后，才知道原来驾驶员报警说的是“乘客携带
气球上车”，在解释了相关规定后，乘客已经扔
弃了气球，没有大碍。听罢，徐晨皓长吁一口

气，心想，幸亏日常严格管理，万一真是汽油等易
爆物品，这节肯定是不好过了。

在巡逻期间，徐晨皓又发现了两起违反规定燃
放烟花爆竹的事例，分别是超市开业和小孩满月，
徐晨皓都耐心解释，并给予了相应处罚。

16点16分，沃尔玛超市一位李女士报警，称
手机遗失，徐晨皓又马不停蹄赶到超市。李女士称
手机一直握在手里，可能是在挑选商品的时候不留
意掉了。徐晨皓调看了李女士从进门到结账所有时
间段的监控，在监控室一看就是2个小时，虽然最
终没有找到手机，但李女士还是对他的热心和耐心
表示了衷心感谢。

回到所里，已经是傍晚6点半，徐晨皓顾不
上吃晚饭，因为早上出门前答应了儿子视频聊
天。大庆安保进入决战阶段以来，值班、清查、
调解纠纷……一刻不停歇，有时候忙得晚了就睡
在单位，带儿子去动物园的承诺也一直没有兑现，
家里的事全交给了怀孕的妻子。徐晨皓有些愧疚，
儿子最近换季感冒了，晚上睡觉不踏实，也是妻子
一个人默默地承担着。视频聊天中，徐晨皓询问了
儿子的病情，也叮嘱妻子注意身体，答应妻子节后
一定陪她做产检。

这就是徐晨皓平凡又充实的值班日，也是无数
基层派出所民警工作的缩影。为了大庆安保期间社
会面的平安稳定，他们像一个个小陀螺旋转在街头
巷尾，不知疲倦。

国庆首日出警忙 守护安宁责任大

国庆，我守护

本版图片为国庆安保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