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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城公安分局刑事技术中队民警李培光耐心细致工作换来群众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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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惠民民张张洛洛滨滨村村到到乐乐胡胡路路通通车车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胡炳山帮扶村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本报6月3日讯 (见习记者
王宁晖) 近日，全长1300米

的惠民县辛店镇张洛滨村通
省道乐胡路公路全部建成。公
路通车后，从该村到省道乐胡
路开车仅需6分钟。不仅如此，
该路段更成为惠民县辛店镇
东部的一个重要交通出口，为
该镇十几个村子的出行、农产
品运输提供了极大便利。

去年7月底，市委常委带
头开展“扶弱解困，联村为民”
活动启动。市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胡炳山负责帮扶张洛滨
村，该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胡炳山带领驻村工作组，
根据群众的强烈愿望，在充分
调研的基础上，最后决定打通
该村到乐胡路的交通，实现张
洛滨村几代人的梦想，打造一

条致富之路。5月8日，张洛滨
村通省道乐胡路公路开始铺
设灰土，5月28日沥青铺设完
成。

据了解，除了打通通往省
道的公路之外，胡炳山还针对
张洛滨村的实际，制定了其他
6项帮扶措施，并一一落实到
位。驻村工作组在张洛宾村完
成了修路、修桥、建广场、改

电、安路灯等多项工作，让张
洛宾村有了展新的面貌。

如今，张洛滨村环境优
美，人心思上，全村在村支部
和村委会的带领下加快发展
的劲头很足，不仅调整了农业
种植业结构，也依靠内力建设
了蔬菜市场，成立了土豆合作
社，为村庄今后的发展打下了
良好基础。

做为一名长期采访公安的记者，接触的过程中慢慢发现，他们带给我们太多的温暖和感动。
他们不仅拥有抓捕凶犯时的惊险和刺激，更要承受破不了案时的烦躁和苦恼；不仅拥有热情服务

时受助群众的赞许和掌声，更要承受严格执法时执法对象的谩骂和埋怨；不仅拥有身着戎装时那份英
姿飒爽的光鲜，更要承受长期超负荷工作带给他们的疲惫。

申正义，解民忧，温情的警民故事暖在滨州。
本报特开辟“暖在滨州——— 我们身边的警民故事”专栏，讲述情暖滨州的警民故事，让爱的榜样在

我们身边传递。

细致认真的态度

换来一句暖心的话

有一次出警，市区某家蛋糕
店总部办公室的电脑被盗，接警
后，我们赶到现场按照既定的程
序有条不紊地勘查，报警人一直
在一旁陪着、看着，没说太多的
话。室内现场勘查结束后，我们
就分析查找案件的出入口到底
在哪里，最后发现嫌疑人是爬院
进入的，我们二话没说就找到梯
子爬上院门顶部平台去寻找物
证。

就在这时，报警人说了一
句：“没想到还有这么认真工作
的警察！”这句话虽然简短，却
让我深受震撼，欣慰、骄傲油然
而生。现在社会上的一些言论，
让群众对警察这一群体有些偏
见，甚至有抵触情绪。这次被盗
案件的现场勘查虽然只是我们
的分内工作，很简单，也很普

通，但就是因为我们细致认真
的态度，换来了群众真心的赞
扬和认可。

也许群众并不要求我们破
多少案，但只要让群众知道我们
为破案真心努力了、付出了，真
正把他们的事认真对待了，群众
就能对我们多一份理解和尊重。
负责勘查的虽然只有我们三个
人，但换来的却是当事人对我们
整个警察群体认识的改变。所
以，如果我们大家每个人都能秉
持一种认真细致的态度，从自身
做起，我相信警察群体的形象肯
定会有大的改善。

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

报警人却下跪感谢

2013年夏天，一小区居民家
中被盗现金一千元，我们赶到现
场勘查发现门锁、门窗完好，地
面也没有外来人员的鞋印。这种
现场凭经验，我判断很有可能是

内部人作案或者报警人自己把
钱放错了地方。

我们重点对放钱的床头柜进
行勘查，发现这个抽屉又矮又短，
放进去的物品很容易从后面掉下
去，我们就怀疑报警人的钱会不
会也从这个地方掉下去，于是拿
下抽屉发现钱真的就在抽屉后面
的夹缝里。当我们从夹缝里拿出
钱交给当事人时，报警人“噗通”
一声就给我们跪下了，“孩子这个
月的生活费有着落了！太谢谢你
们了！谢谢！”

一千元对我们来说不算多，
但对于经济条件比较紧张的家
庭来说却是一个月的生活费，是
他们维持生计的一笔不小数目。
这件事很小，我们只是做了自己
该做的，竟换来了群众这么昂贵
的感谢！

当前社会还存在很多不公
平、不和谐、不文明现象，父子兄
弟反目成仇，夫妻相残，老年丧
子，幼年丧父，一些极端的不幸
总是存在，现实我们无力去改
变，但我们可以从自身做起，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传递正能量，净
化我们周围的“小环境”。大家都
在努力，那么社会这个“大环境”
也会更加和谐。

做现场勘查工作，每天都与群众打交道，特别是与各类
案件的受害人打交道，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公安机关的
形象，因此面对案件和当事人必须要耐心细致，在追求破案
的基础上，更多地为群众着想，更好地服务群众。

——— 滨城公安分局刑事技术中队民警 李培光

““六六一一””让让爱爱心心在在孩孩子子手手中中传传递递
滨城公安分局彭李派出所微公益平台组织为市福利院的小朋友捐赠衣物

本报6月3日讯(通讯员 徐
瑶 见习记者 陶慧聪 ) 日
前，为了让更多的孩子感受到

“六一”儿童节的气氛和欢乐，度
过一个更有意义的节日，滨城公
安分局彭李派出所利用微公益
平台做纽带，联合滨州市红黄蓝
幼儿园组织学前儿童为市福利
院的小朋友捐赠衣物。

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排
成两行，秩序井然。有的抱着玩
具熊，有的手拎装满小衣物的纸
袋，有的背着装有玩具和画书的
小书包，依次将曾经属于自己的

“宝贝”交至彭李派出所民警手
中。

在捐助现场，两岁半的雨诺
与其他孩子相比，个头最娇小，
她有点“费劲”地抱这一个接近
自己身高的毛绒玩具熊排在队
伍当中。“昨晚听说公益捐赠的

事情后，一家人陪同孩子在睡觉
前就挑选了各种捐赠的物品，这
件小熊玩具是她最喜欢的一
件。”站在一旁的妈妈说。

此次公益捐赠是彭李派出
所微公益平台针对“六一”儿童
节组织的活动。接收捐赠的储
物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孩子们
的用品，包括食品、成长衣、运
动鞋、书籍和各类玩具等等，
100多名孩子共捐出物品500余
件。孩子们捐赠的这些爱心物
品及彭李派出所捐赠的爱心大
米由工作人员开车一并送至市
福利院。

“去年，我们彭李派出所就
在社区搭建了这个微公益平
台，通过QQ群、微信、微博等渠
道，发布公益信息。一方面收集
来自社区居民的捐赠，另一方
面，共享求助信息。同时，我们

在派出所设立了爱心超市，暂
存捐赠物品，待需要时统一对
外捐助。”彭李派出所副所长张

宏燕说，“快到儿童节了，想着
要为孩子们做点事情，就组织
了这次活动。”

李培光在案件现场勘查。

一位小朋友捐出自己喜欢的玩具。 本报见习记者 陶慧聪 摄

市公安局九项表彰

无棣刑侦六项上榜

本报6月3日讯 (通讯员 张
景潭 记者 王忠才) 近日，市
公安局召开全市刑侦工作会议，
总结2013年工作，并对先进单位
和个人表彰奖励。此次表彰共设
置9个方面，无棣刑侦大队有6项
表彰榜上有名，含金量最高的刑
侦工作综合考核列全市第三名，
荣获大要案侦破、打击多发性侵
财犯罪、追逃工作三个单项第一。
大队民警时伟、魏现朝、王志博、
乔斌四人荣获全市刑侦工作先进
个人。

2013年度，刑侦大队在县局
党委的正确领导、市局业务部门
指导下，以实现群众“安全感、满
意度”为目标，充分发挥打击刑事
犯罪主力军作用。今年以来，刑侦
大队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先后
开展了“打盗抢、保民安”专项行
动、冬春季严打整治行动、打霸治
痞专项行动、深化“打黑恶、反盗
抢”安民行动、破案攻坚会战、涉
枪犯罪集中整治等专项行动，打
击成效大幅提升。刑事科学技术、
刑侦信息化建设等基础工作取得
了显著进步。在工作中创新打法，
坚持更快的破大案、更多的破小
案、更准的办好案、更好的控发
案，牢牢把握打击的主动权，大力
提升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村妇坠落机井

民警下井救起

本报6月3日讯 (通讯员 黄
卫星 记者 郗运红 ) 5月3 1

日，邹平县焦桥镇张官村有位村
民坠落机井，民警下井施救，将被
困者安全救出。经检查，村民张某
无生命危险。

5月31日8时10分，邹平县公
安局焦桥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
称：“张官村有人跳井了，请快来
救命！”民警火速到达现场。事发
地已经有很多村民正在帮忙抢
救，现场的村民把绳子投递到井
里，并对着井里喊，想让落井者抓
住绳子，可张某并未回应。

机井直径约60厘米，井口离
落水者大约有5米。民警隐约可见
落水者较胖，占了机井大部分空
间，水已经没到了她的胸口。

焦桥派出所值班民警指导员
袁善学一边安排人赶紧打120急
救电话，一边安排人找来警绳让
村民绑住自己的腰部准备下去。
袁善学被放入井里后，用绳子绑
牢张某的腰部，随后让人把张某
拉出机井。

现场一位村民说，张某身体
不好，行为有些不太正常，当天7

点多向村西的机井方向去了，不
料掉进井中。

一块醒目的牌匾，一间宽敞
的学习室，一排满载纸墨的开放
式书架，一个由邹平县孙镇司法
所、镇团委、妇联、文化站、教委等
部门成立的法制宣讲团，自今年5

月份起，“非常悦读进书屋 我和
群众学法律”活动在孙镇农村广
泛开展起来。

本报通讯员 张安东 王静
本报记者 王领娣 摄影报道

非非常常悦悦读读

宣宣讲讲法法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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