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铮铮铁骨有柔情

西安《警营工匠·好师傅》事迹展播

…

参赛选手：杜炜 职务：公安灞桥分局席王派出所民警

从警16年，我的同事杜炜用
雷厉风行、务实肯干的工作态度
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赢得了
辖区群众的好评。

无论是在炎热的夏季，还是
在寒冷的冬季，总能在辖区的大
街小巷看到他匆匆忙忙的身影；
无论是白天黑夜，还是节假日时
间，只要群众需要，他总会第一时
间出现。

席王派出所位于西安的东大
门，这里不仅有唐都医院，还有纺
织城客运站，人流量、车流量每年
都会呈井喷式增长，我们将这里
概括为三个特点：片大、点散、人
杂，其中最典型、管理最棘手的就
是唐都社区。

杜炜以胆大心细、任劳任怨
而闻名。2014年，在他被派出所
支部任命为唐都社区的社区民警
时，我们都在暗中为他捏了一把
汗。坦率来讲，杜炜此前虽然已
是十里铺社区的一名警长，但是
社区与社区的情况不同，他真能
胜任吗？

记得那天，我在食堂遇到他，
提起这事，他笑着说了一句，“干
工作挑三拣四，这还能叫共产党
员吗？”

上任伊始的杜炜，拿出了十

二分的干劲，他给自己立下目标，
首要解决三个问题，即认门、识
人、知情。

“平安不平安，是衡量群众
幸福感的重要标准，群众的心
愿，就是想过个平安日子。”这句
话，杜炜多次挂在嘴边，从担任
唐都社区民警这天开始，他就给
自己制订了“三个一”计划：进每
一户家门、了解每一户实情、绘
每一户平面图。他要通过实施
这个计划，让群众看到一位社区
民警决心为群众服好务的真情
实意。

唐都社区有各类临街门面店
1206家，从业人员 3618名，流动
人口极多。通过走访，杜炜发现，
人口流动性快，出租房屋承租人
变化快，出租屋信息漏采漏登多，
在人财物的限制下，以房管人的
效果偏弱。

刚开始，一些旅馆业主和从
业人员不但不配合杜炜的工作，
反而千方百计逃避、消极应付公
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个别旅馆
业主为牟取非法利益，默许、纵
容违法犯罪活动。为扭转社区
治安难管理这一难题，杜炜抓住
流动人口“就业”这一环节，根据
用人单位、雇主相对固定和稳定

这一实际，召开旅馆业主恳谈
会，使广大旅馆业主认识到，强
化旅馆业管理不仅是治安管理
的需要，也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
需要。

几年来，杜炜以业主、务工人
员为基本管理要素，把业主的自
主管理作为核心，受到辖区群众
的一致认可。

在他嘴里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就是：既然选择了警察这个神
圣的职业，就注定要爱岗敬业，就
注定选择了一种别样的人生。是
的，这样的选择，往往就注定了要
亏欠家人一辈子，就意味着这一
生都要无怨无悔地奉献。

杜炜的老家在鄠邑区，每次
说好了回家看望老人，但每一次
都因为工作太忙而没有成行。去
年，杜炜的岳父患病，他在单位一
连值班20天，老人弥留之际，他都
没能留在身边尽孝。

这就是杜炜，我为杜炜点
赞。他以社区为家，视社区群众
为亲人，把“保姆式”的贴心服务
做到了群众心坎上，用实际行动
捍卫着群众的平安，谱写出一支
正气浩然的人民警察之歌。

文/图本报记者宋雨晁阳
实习生杜豆

…

参赛选手：王博 职务：公安灞桥分局红旗派出所民警（自述）

讲述人：公安灞桥分局席王派出所民警赵松

到群众中寻找血脉与力量

从警9年，扎根灞桥。我是王
博，一名乡村派出所的社区民警。

基层民警出警就怕碰到各种
够不上案件的纠纷，不仅难以现
场调解，而且很有可能会演变成
事件或是案件，还有可能反复报
警，调解起来也是久拖不决，让人
焦头烂额、疲于奔命。

如何在办案中，实现法理情
等各个因素的有机统一，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件案
件办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考验的
是民警的经验、智慧与良知，这一
点对农村派出所民警至关重要。

今年7月的一天，凌晨3点40
分，派出所接到110指令，辖区一
个公租房小区，有人因为噪音扰
民报警。我赶到现场一看，双方
都是熟人，之前这个人就曾经因
为噪音问题报过警。报警人情绪
激动，踢了邻居的门，还把对方电
闸拉了，双方都不肯罢休，直接在
楼道里吵了起来。

公租房房屋之间的隔墙较
薄，用一个普通榔头都能将隔墙
打通，动静稍微大点，隔壁听得清
清楚楚。此前，报警人曾投诉邻
居屋里发出奇怪的声音，民警寻
找后，并未找到噪音源，怀疑可能
是邻居的呼噜声，经过调解，当时
双方互相谅解了。

可谁知这次又报了警，投诉邻
居说话声音比较大，自己住到这就
得了神经衰弱。了解清楚情况，我
先缓解双方情绪，一方面批评其邻
居，另一方面也对报警人冲动的行
为进行教育。因为自己的休息被
影响，闹腾这么大，影响了整栋楼
居民的休息，实在是不应该。通过
调解，双方罢手。

第二天，我联系物业，帮报警
人提出换房申请，最终解决了问
题。多次出警不用怕，纠纷形成的
原因各种各样，民警要多为双方当
事人着想，只有解决了矛盾的根
源，才能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今年6月，辖区一户村民家中
手机被盗。那次出警，是我从警以
来碰到的少有的“热闹”案件。我
们赶到现场时，看到十几名身体健
壮的中年妇女，站在大门里，壁垒
分明地对骂。一看到警察，都冲了
过来，说自己“冤枉”。

和我一起出警的一位年轻民
警，从没见过这个阵仗，一时不知怎
么下手。我没有慌，先平复双方情
绪，一边告诉他们，等公安机关调查
结果，一边按照当事人的描述，在
其家里进行查找，终于在沙发的夹
缝里找到了丢失的手机。一番劝
说后，这场“热闹”才散了场。

回来的路上，我告诉同去的

年轻民警，不要怕现场的情况复
杂，警察办案只要遵守法律、公正
执法，就一定能得到群众的理解。

今年5月，辖区一家超市里发
生一起纠纷。顾客买完东西离开
后，又回到店里，说店主找的50元
现金是假币，双方各执一词，在超
市门前大吵大闹。

我赶到后，平复了双方情绪
后，对超市内的监控进行了调取，
反复看了40分钟，发现店主找给
顾客的钱上，有一个用水彩笔画
上的小黄点。在事实面前，顾客
也没有了刚才的怒气，反过来给
店主道了歉。

9年“零投诉”，曾有新民警问
过我有什么经验。我的经验是，
一定要先坐下来谈，这是缓和双
方怒气的一个重要过程；其次，要
听，让人家把想说的话说完，避免
偏听偏信；最后，就是讲，要用通
俗易懂的话和当事人谈，谈话时
不仅要讲法律，还得考虑当地的
风俗民约。

社区民警的力量有多大，取决
于自己的脚步迈得有多远、有多
深。而当你深深扎根其中，与生活
在这片土地上的群众血脉相连之
时，群众就会给你无穷无尽的力量。

文/图本报记者宋雨晁阳
实习生杜豆

王博在辖区例行巡逻

王博（右二）与年轻民警交流

杜炜（右）在案件处置现场

杜炜接待群众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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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选手：杜炜 职务：公安灞桥分局席王派出所民警

从警16年，我的同事杜炜用
雷厉风行、务实肯干的工作态度
和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赢得了
辖区群众的好评。

无论是在炎热的夏季，还是
在寒冷的冬季，总能在辖区的大
街小巷看到他匆匆忙忙的身影；
无论是白天黑夜，还是节假日时
间，只要群众需要，他总会第一时
间出现。

席王派出所位于西安的东大
门，这里不仅有唐都医院，还有纺
织城客运站，人流量、车流量每年
都会呈井喷式增长，我们将这里
概括为三个特点：片大、点散、人
杂，其中最典型、管理最棘手的就
是唐都社区。

杜炜以胆大心细、任劳任怨
而闻名。2014年，在他被派出所
支部任命为唐都社区的社区民警
时，我们都在暗中为他捏了一把
汗。坦率来讲，杜炜此前虽然已
是十里铺社区的一名警长，但是
社区与社区的情况不同，他真能
胜任吗？

记得那天，我在食堂遇到他，
提起这事，他笑着说了一句，“干
工作挑三拣四，这还能叫共产党
员吗？”

上任伊始的杜炜，拿出了十

二分的干劲，他给自己立下目标，
首要解决三个问题，即认门、识
人、知情。

“平安不平安，是衡量群众
幸福感的重要标准，群众的心
愿，就是想过个平安日子。”这句
话，杜炜多次挂在嘴边，从担任
唐都社区民警这天开始，他就给
自己制订了“三个一”计划：进每
一户家门、了解每一户实情、绘
每一户平面图。他要通过实施
这个计划，让群众看到一位社区
民警决心为群众服好务的真情
实意。

唐都社区有各类临街门面店
1206家，从业人员 3618名，流动
人口极多。通过走访，杜炜发现，
人口流动性快，出租房屋承租人
变化快，出租屋信息漏采漏登多，
在人财物的限制下，以房管人的
效果偏弱。

刚开始，一些旅馆业主和从
业人员不但不配合杜炜的工作，
反而千方百计逃避、消极应付公
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个别旅馆
业主为牟取非法利益，默许、纵
容违法犯罪活动。为扭转社区
治安难管理这一难题，杜炜抓住
流动人口“就业”这一环节，根据
用人单位、雇主相对固定和稳定

这一实际，召开旅馆业主恳谈
会，使广大旅馆业主认识到，强
化旅馆业管理不仅是治安管理
的需要，也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
需要。

几年来，杜炜以业主、务工人
员为基本管理要素，把业主的自
主管理作为核心，受到辖区群众
的一致认可。

在他嘴里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就是：既然选择了警察这个神
圣的职业，就注定要爱岗敬业，就
注定选择了一种别样的人生。是
的，这样的选择，往往就注定了要
亏欠家人一辈子，就意味着这一
生都要无怨无悔地奉献。

杜炜的老家在鄠邑区，每次
说好了回家看望老人，但每一次
都因为工作太忙而没有成行。去
年，杜炜的岳父患病，他在单位一
连值班20天，老人弥留之际，他都
没能留在身边尽孝。

这就是杜炜，我为杜炜点
赞。他以社区为家，视社区群众
为亲人，把“保姆式”的贴心服务
做到了群众心坎上，用实际行动
捍卫着群众的平安，谱写出一支
正气浩然的人民警察之歌。

文/图本报记者宋雨晁阳
实习生杜豆

…

参赛选手：王博 职务：公安灞桥分局红旗派出所民警（自述）

讲述人：公安灞桥分局席王派出所民警赵松

到群众中寻找血脉与力量

从警9年，扎根灞桥。我是王
博，一名乡村派出所的社区民警。

基层民警出警就怕碰到各种
够不上案件的纠纷，不仅难以现
场调解，而且很有可能会演变成
事件或是案件，还有可能反复报
警，调解起来也是久拖不决，让人
焦头烂额、疲于奔命。

如何在办案中，实现法理情
等各个因素的有机统一，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件案
件办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考验的
是民警的经验、智慧与良知，这一
点对农村派出所民警至关重要。

今年7月的一天，凌晨3点40
分，派出所接到110指令，辖区一
个公租房小区，有人因为噪音扰
民报警。我赶到现场一看，双方
都是熟人，之前这个人就曾经因
为噪音问题报过警。报警人情绪
激动，踢了邻居的门，还把对方电
闸拉了，双方都不肯罢休，直接在
楼道里吵了起来。

公租房房屋之间的隔墙较
薄，用一个普通榔头都能将隔墙
打通，动静稍微大点，隔壁听得清
清楚楚。此前，报警人曾投诉邻
居屋里发出奇怪的声音，民警寻
找后，并未找到噪音源，怀疑可能
是邻居的呼噜声，经过调解，当时
双方互相谅解了。

可谁知这次又报了警，投诉邻
居说话声音比较大，自己住到这就
得了神经衰弱。了解清楚情况，我
先缓解双方情绪，一方面批评其邻
居，另一方面也对报警人冲动的行
为进行教育。因为自己的休息被
影响，闹腾这么大，影响了整栋楼
居民的休息，实在是不应该。通过
调解，双方罢手。

第二天，我联系物业，帮报警
人提出换房申请，最终解决了问
题。多次出警不用怕，纠纷形成的
原因各种各样，民警要多为双方当
事人着想，只有解决了矛盾的根
源，才能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今年6月，辖区一户村民家中
手机被盗。那次出警，是我从警以
来碰到的少有的“热闹”案件。我
们赶到现场时，看到十几名身体健
壮的中年妇女，站在大门里，壁垒
分明地对骂。一看到警察，都冲了
过来，说自己“冤枉”。

和我一起出警的一位年轻民
警，从没见过这个阵仗，一时不知怎
么下手。我没有慌，先平复双方情
绪，一边告诉他们，等公安机关调查
结果，一边按照当事人的描述，在
其家里进行查找，终于在沙发的夹
缝里找到了丢失的手机。一番劝
说后，这场“热闹”才散了场。

回来的路上，我告诉同去的

年轻民警，不要怕现场的情况复
杂，警察办案只要遵守法律、公正
执法，就一定能得到群众的理解。

今年5月，辖区一家超市里发
生一起纠纷。顾客买完东西离开
后，又回到店里，说店主找的50元
现金是假币，双方各执一词，在超
市门前大吵大闹。

我赶到后，平复了双方情绪
后，对超市内的监控进行了调取，
反复看了40分钟，发现店主找给
顾客的钱上，有一个用水彩笔画
上的小黄点。在事实面前，顾客
也没有了刚才的怒气，反过来给
店主道了歉。

9年“零投诉”，曾有新民警问
过我有什么经验。我的经验是，
一定要先坐下来谈，这是缓和双
方怒气的一个重要过程；其次，要
听，让人家把想说的话说完，避免
偏听偏信；最后，就是讲，要用通
俗易懂的话和当事人谈，谈话时
不仅要讲法律，还得考虑当地的
风俗民约。

社区民警的力量有多大，取决
于自己的脚步迈得有多远、有多
深。而当你深深扎根其中，与生活
在这片土地上的群众血脉相连之
时，群众就会给你无穷无尽的力量。

文/图本报记者宋雨晁阳
实习生杜豆

王博在辖区例行巡逻

王博（右二）与年轻民警交流

杜炜（右）在案件处置现场

杜炜接待群众来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