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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藏蓝 不负韶华

汉中警方
开展 110 宣传活动

——公安灞桥分局席王派出所民警贺少康的
“警察故事”
1 月 10 日，首个“警察节”，
上午 9 时，记者来到公安灞桥分
局席王派出所，一进大门，电子
屏上“一心为民110，砥砺奋进新
征程”的标语格外醒目。接警台
上，民警贺少康正在忙碌着，一
会按报警电话，一会解答群众咨
询，身上还戴着记录仪和“八件
套”
，随时准备处警。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才
不会干涸，2021，我要用实际行
动为集体争光，为警旗添彩。”这
是贺少康在自己的第一个“警察
节”写下的誓言。贺少康 2011
年大学毕业后当过三年村干部，
2017年通过公考入警，实现了自
己多年的“警察梦”。2017 年 5
月加入公安队伍，现就职于公安
灞桥分局席王派出所。
从大学生村官到公安民警，
身份的转换，理论与实践的碰
撞，三年的公安基层磨炼中，贺
少康成长并步入业务排头兵行
列。社区民警的主战场是社区
的家长里短，处理的事也总是琐
碎与繁杂。席王派出所辖区的
人员流动性大，辖区下属的官厅
新村属于城中村，村里人员结构
复杂，疫情防控期间他认真走

访，落实好百万警进千万家，将
所学知识化作实际行动，守护辖
区平安。为了维护社区平安稳
定，他和同事吃睡均在车上，几
个月回不了家，虽然辛苦，但他
一直坚持，他说相比乔锦仁大哥
在留守点作出的贡献，这些又算
什么呢？
贺少康说，记得 2018 年的
一个冬日，他接到群众报警称，
一位迷路的老人在环卫工人休
息室寻求帮助。他和同事接警
后赶到现场，发现老人已经 89
岁，说话含糊不清，神志还算清
楚。他和同事把老人扶上警车
接回所里，在老人无法清楚表
达自己的住址和相关信息，也
无法从携带的随身物品找到有
用信息的情况下，贺少康决定
先跟老人聊聊家常，帮助老人
回忆。在聊天中得知老人一人
独居，没有亲人，并从老人反复
提到的一组数字中，通过大数
据查询，查到了 300 多个类似的
数据并逐一排除。终于在一个
多小时后，查到了老人的家庭
住址。贺少康开车护送老人回
家，等到了老人家打开门的一
瞬间，从警一年的贺少康落泪

民警贺少康接待群众
了，房间内狭小冰冷，漆黑一片
无处下脚。一位将近 90 岁的老
人独居在这样的环境中让他心
里不是滋味。当即他联系社区
才知道老人已经孤寡多年，离
开时，贺少康特意去超市给老
人买了两大兜生活用品，叮嘱
老人家保重身体，并将自己的
手机号留给了老人，让老人需
要帮助随时联系他。
贺少康，在警察这个职业
中，他希望用自己平凡的举动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日常工
作中，他和所有社区民警一样
忙碌地穿梭在片区和派出所之
间，将生活融入工作，即便是在
难得的休息日，他的脑海里总
是回想如何把案件更加精细
化 ，如 何 完 善 案 件 的 细 节 等
等。贺少康告诉记者，工作已
融入自己的生活，因为他爱这
身藏蓝警服，愿以韶华复苍首，
穷极一生奉藏蓝。
文/图 本报记者 晁阳 朱娜

首个节日 他们这样过
为迎接首个
“中国人民警察
节”
和110宣传日，
公安碑林分局
各派出所通过 110 主题日宣传
活动，向广大群众详细介绍了
“110”
报警服务台受理范围。大
力宣传了110想群众之所想、急
群众之所急，
积极推动社会联动
机制建设，在解危救难、便民服
务、
维护公共安全等方面的举措
成效及各类安全防范知识，
进一
步拉近警民之间的关系，
共同促
进110工作的开展。
1 月 10 日上午，太白路派
出所所长丁保健、挂职副所长
杨照欣带领社区民警在南二环
迪卡侬门前开展宣传。南院门
派出所教导员代湛嘉组织民警
到辖区五味什字开展“一心为
碑林警方开展110宣传日活动 民110，
砥砺奋进新征程”
110宣

传活动。文艺路派出所紧紧围
绕“公安110，为民保安宁”这一
主题在华润万家购物广场开展
110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太
乙路派出所在辖区开展疫情防
控常态化督导工作，治安所长
王平带领民警和辅警，对辖区
KTV、酒店、洗足浴等行业场所
和人员密集场所疫情防控措施
工作进行了督导检查（日常消
杀、体温测量、实名扫码、疫情
防控宣传等内容），严格落实防
疫措施，守好安全防控底线。
这样的一天，
不过是万千警
察日常的缩影，
他们用这份坚持
和热爱守护着一方平安，
完成着
自己的使命，
忠于职守是度过第
一个节日最好的方式。
文/图 本报记者 晁阳 朱娜

渭南交警庆祝首个
“警察节”

引导群众自觉摒弃交通陋习
连日来，渭南市公安交警
系统通过开展升警旗仪式、重
温入警誓词、座谈会等活动，庆
祝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弘
扬警察精神，增强职业荣誉感、
责任感和自豪感，凝聚警心力
量，展示新时代交通警察的新
形象，激励全体民警担负起党
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
“我宣
誓，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警察，献身于崇高的人
民公安事业……”1 月 10 日上
午，渭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举
行升旗仪式，全体民警以铿锵

有力的宣誓表达了对公安交警
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
渭南市公安交警系统还举
办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展现
警爱民、民拥警，警民携手共创
平安渭南的生动画面。华阴交
警大队开展大练兵操练活动，以
公安交警特有的方式庆祝节日；
高新交警大队开展 110 主题宣
传活动，在辖区贸易广场十字等
人流量大的地方设立咨询台，向
群众讲解冬季雨雪雾等恶劣天
气下出行的注意事项，引导群众
自觉摒弃交通陋习，抵制危险驾

驶行为。
面对首个“中国人民警察
节”的设立，大荔县车管所所长
傅晓凤说：
“ 警旗指引方向，凝
聚心中力量！以‘小窗口’服务
‘大民生’，以‘小细节’推动‘大
满意’，用实际行动为警旗增添
新的光彩，让人民警察的初心
更闪亮。”
刚刚荣获全市双十佳提名
奖的临渭交警大队秩序中队中
队长张宁说：
“今天，终于迎来了
自己的节日。从警 12 年，风里
来、雨里去，战严寒、斗酷暑，但

我无怨无悔，因为选择了警察这
个职业，就是选择了奉献。”
渭南公安交警把庆祝“中国
人民警察节”作为新起点，全面
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守初心使
命，勇于担当作为，永葆绝对忠
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治
本色，奋力谱写新时代渭南公安
交管工作追赶超越新篇章，为全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以优异的成绩向
建党100周年献礼。
崔正博 本报记者 晁阳 朱娜

1月10日是第35个“110宣传日”，
也是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汉中市
公安局深入谋划，及早部署，聚焦“一心
为民 110，砥砺奋进新征程”主题，广泛
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展示公安形象、做
出庄严承诺，奋进新时代、忠诚铸警魂，
凝聚全警智慧力量推动公安工作追赶
超越，保障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通过汉中公安微信公众号、微博、
门户网站、今日头条等媒体，多层次、
多角度、全景式、全方位、全链条扩大
宣传。近期，共发各类宣传文章 25
篇，让群众充分了解 110、信赖 110、支
持 110，让 110 深入民心，真正成为群
众身边的“保护神”。 全市公安机关
110 接处警服务系统扎实践行“决不允
许对人民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
的要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
急，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品牌意识，耐
心细致做好每一起群众报警求助。全
年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警 43.91 万起，
刑事案件 6236 起、治安案件 13406 起、
求助类 21640 起、纠纷类 17059 起、交
通类 34561 起、举报投诉 3344 起、其他
警情 19580 起。
本报记者 晁阳 朱娜

沣东警方宣传 110
展现新风貌
1月10日，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前提下，公安沣东新城分局纪委书记弓
军利带领警令指挥科、治安管理大队、
阿房宫派出所在吾悦广场开展集中宣
传，抽调治安大队、阿房宫派出所20名
警力维持现场秩序。
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摆放宣传
展板、有奖知识问答等方式、向群众展
现沣东110在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
治安、服务人民群众等方面发挥的重要
作用及取得的显著成效，展现了新时代
公安队伍的新风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
效果。宣传人员还向群众介绍了 110
报警基本常识、防盗抢骗小知识，虚心
听取和征求了辖区群众对 110 接处警
工作的意见与建议，赢得了群众的肯定
与好评。
此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单800份，
累计参与群众200人次，进一步拉近了
警民距离。
本报记者 晁阳 朱娜

男子盗窃汽车
民警跨省抓捕
1 月 10 日，经过 20 个日夜的侦查，
蓝田警方派民警驱车 3400 公里，抓获
一名犯罪嫌疑人、追回价值十余万元的
轿车一辆。
2020 年 12 月 21 日 13 时 30 分，孙
某平来派出所报警，称其汽车丢失，请
求出警。经了解，孙某平于 12 月 16 日
将车停放在蓝田县向阳路延伸段锦绣
府工地外，21 日 11 时 30 分从工地出来
后发现其车辆丢失，丢失的车辆为白色
X40奔腾越野车，价值约11万元。
案发后，城关派出所立即成立专案
组开展案件侦查取证工作，经大量工
作，专案组初步断定被盗车辆已经位于
江苏省。今年 1 月 5 日，经常熟警方协
助，蓝田警方将涉嫌盗窃罪的成某（男，
26岁，陕西蓝田人）抓获。
1月9日，经过市局相关部门协调，
专案组赶赴江苏常熟市将涉案人员押
解回蓝田。1月10日，蓝田县公安局依
法对涉嫌盗窃的犯罪嫌疑人成某刑事
拘留，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本报记者 晁阳 朱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