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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遇上中秋 ,“网红城市” 长沙再
度成为国内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位于近郊的靖港古镇也人气爆棚。

长沙市公安局望城分局靖港派出所
辖区面积 58 平方公里， 管辖人员 37000
余人。 作为景区派出所，节日期间，靖港
派出所出动警力 120 余人次， 全体民辅
警以教育整顿活动为契机， 全心全意为
游客服务， 以游客的满意度检验教育整
顿成效，坚守在守护辖区平安的第一线。

他们，是游客的守护神
寂静山谷、乡村阡陌、悠悠古镇 ，他

们用脚步丈量着辖区的每一寸土地，他
们挥洒汗水，将安宁和守护播撒。

自 10 月 1 日起，靖港派出所实施最
高等级勤务， 设置了 10 个执勤点位，组
织全所民警、辅警在靖港古镇西广场、湘
江河堤周边等重点区域不间断开展武装巡
逻值守，对可疑人员进行盘查、登记，做好相
应记录，震慑街面违法犯罪。

今年的国庆遇上了中秋 ，4 万余名
游客来到靖港古镇游玩， 望城公安民警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在靖港古镇、雷锋大
道等重点路段， 民警采取机动巡逻与值
守巡逻、车巡与步巡相结合的方式，强化
巡逻密度，维护着街面治安秩序。

“看，警察叔叔在巡逻呢 ，叔叔在保

护我们的安全哦！ ”靖港古镇有不少家庭
前来度假，当民警巡逻经过时，一位母亲
跟自己的孩子微笑地说道， 并对民警竖
起了大拇指。

每当夜幕降临，游客逐渐散去，但在
靖港镇的大街小巷， 依然有红蓝警灯闪
烁。 万家团圆，人民平安，就是对节日期
间坚守岗位的民警最大的慰藉……

他们，是大型活动的护航者
10 月 1 日下午 13 时，由靖港镇政府

主办“农旅融合产品推介会”在复胜村举
行。 此次产品推荐会是靖港镇举行的大

型群众性活动 ，规模较大 、规格高、影响
大，安保任务十分繁重。

为此， 靖港派出所按照镇政府的部
署要求，以最高的规格 、最严的要求 、最
强的措施，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结合工
作实际，全力以赴开展安保工作。

这天，靖港派出所民警、辅警全体出
动， 一部分警力在辖区靖港古镇巡逻值
守，一部分警力早早就来到执勤地点，严
格落实交通管控和人流控制等安全措
施， 疏导现场车辆， 严防踩踏等安全事
故。 因措施得当，指挥得力，执勤警力尽
职尽责，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有序，圆满完

成了安保任务。
“虽然今年过节不能回家，但守护群

众安全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坚决站好每
一班岗， 和群众在一起也是一种特别的
‘团圆’。 ”靖港派出所执勤民警陈水扬说。

他们，是游客的指南针
“警察同志， 靖港古镇西广场怎么

走？ ”“您往这边方向一直走，然后……”
这样的画面，在靖港古镇时有发生。

这个长假， 辖区群众和游客看到身着藏
蓝色制服的执勤民警，总会第一时间向他
们咨询，民警也会耐心为群众解答，并适时
向群众开展反电诈、禁毒等宣传，为广大市
民和游客提供了热情细致的服务。

国庆期间， 靖港派出所接到群众报
警求助和咨询 34 次 ，全所民警 、辅警始
终将人民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上， 为群众
解决了一系列困难和问题。

10 月 4 日，民警接到报警称，农贸市
场有位中年男子喝醉酒在门市部醉倒 。
民警立即赶到现场， 发现该男子完全处
于醉酒状态。 民警询问在场群众并开展
走访调查， 最终核实该男子系复胜村村
民，顺利将其送回家中。

据了解，今年国庆长假期间，靖港古
镇恢复了往日的红火。 作为守护靖港古
镇的派出所 ， 全所 23 名民辅警坚守岗
位、放弃与家人团圆，时刻践行训词精神，在
景区一线守护着游客的平安，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铮铮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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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长假期间， 各地火车站汽
车站人山人海 ， 有人戏称这是迟到的
2020 年春运。 长沙火车南站也不例外 ，
从 9 月 30 日至 10 日 8 日， 安全发送旅
客 135.8 万人， 其中 10 月 1 日发送旅客
18.4 万人，创历史新高。

“我在岗”，只为“你团圆”。 面对潮水
般的来往旅客， 长沙火车南站派出所民
警连续奋战， 有效保障了人们长假期间
的平安出行。

找回走失老人
10 月 6 日上午， 长沙火车南站派出

所民警骆帅杰正在巡逻， 有一位中年妇
女找他寻求帮助：“警察同志， 我妈妈刚
刚走丢了。 我当时叮嘱她用身份证过闸
口后， 在旁边等我。 我妈妈患有老年痴
呆，转眼把我说的话给忘了。 我的身份证
出了问题，没法过闸机 ，等我处理好 ，过
完闸机就发现我妈妈不见了。 ”

骆帅杰通过询问得知， 旅客姓王还
带了两个孩子和两个旅行箱。 骆帅杰带
着孩子来到派出所办案室， 要他们安心
呆在这里，等妈妈找到外婆后一起回家。
来到综合治理监控室，骆帅杰根据王女士提
供的线索开始搜寻。翻阅长沙南站各大出口
的监控后，发现走失老人并没有出站。

“警察同志求你帮帮我，我母亲有老年
痴呆，不知道怎么回去。 我们一家人一起出
来的，现在我母亲丢了……”说到这里，王女
士几乎崩溃。 骆帅杰一边安慰旅客，一边要
她说说母亲的特征，然后赶紧打电话给其他
值班的民警，一起帮助找人。

地铁入口、洗手间、商铺……只要是老
人可能去的地方，骆帅杰都找遍了。 经过 40
多分钟的寻找，骆帅杰终于找到了老人。 “下
次带着老人孩子出行的时候，出站台不要过
闸机，走人工通道，避免和老人孩子走失。 ”
骆帅杰再次叮嘱王女士。

整晚的值守
长沙火车南站派出所管辖长沙南

站、 长沙动车运用所及京广、 沪昆高铁
132 公里线路。

教导员邓钢介绍，今年国庆逢中秋，
许多没有买到直达票的旅客在长沙转
车。 许多旅客凌晨 2 时到早上 6 时转车，

就选择在候车室休息。 平时长沙南站晚
上 11 时半左右清场。 今年国庆期间候车
室 24 小时不清场，所里民警国庆期间全
员上岗。

“警察同志，我丢了一个包。 ”10 月 5
日下午 2 时 40 分，东安检口民警赵绍辉
接到了旅客报警，称丢失黑色腰包一个，
内有现金 800 元， 身份证、 银行卡各一
张。 接到报警求助后，南站派出所民警开
展查找工作，不到半小时就找回了失物。

“谢谢警察同志 ，虽然钱不多 ，但是
里面有我的身份证， 没身份证我就没法
继续下面的旅程了，出门在外，有你们真
好。 ”失主对民警说。

“我们努力了，也并不能找回每位失
主的失物，有时候也有旅客抱怨。但每次
把失物交到旅客手里， 他们对我们表示
感谢的时候，我就觉得再难也值得。 ”赵
绍辉对记者说。

据统计，9 月 30 日至 10 月 8 日，长
沙火车南站派出所共为旅客找到遗失财
物 15 件，挽回经济损失 5 万余元。

治安刑侦大队长杨令说：“我们派出所
民警每天接出警 10余起； 每天不间断的巡
逻，调解纠纷，就是为了旅客安全。 回家一
看，每天的微信步数都是几万步。 ”

对违法露头就打
每逢铁路客运高峰期， 高铁站人流

量加大，有的旅客买不到票，一些违法人
员就开始做起带无票旅客进站收取 “好
处费”的“生意”。 民警王智介绍，一些长
期活跃在高铁站附近的人员， 向一些着
急上车的乘客谎称有 “办法 ”能够上车 ，
从而收取费用。其实，这些人是利用乘客
身份证购买乘客目的地途经车站的短程
车票，自己再购买一张同样的短途车票，
之后带着乘客走人工通道进站。 到达站
台后， 违法人员要乘客上车后再进行补
票后离开， 每次收取乘客 100 元～200 元
的“手续费”。

长沙火车南站派出所部署专项打击
行动， 采取视频巡控和便衣打击相结合
的方法， 对重点区域全天候盯控， 确保
“发现一个 、查处一个 、打击一个 ”的目
标 ，形成 “视频盯控 、便衣追踪 、露头就
打”的高压态势。

据统计，国庆中秋长假期间，长沙火
车南站派出所民警共办理行政案件 46
起，其中行改拘留 3 人。

靖港派出所：

脚步丈量古镇 汗水守护安宁

长沙火车南站派出所：
“我在岗”，只为“你团圆”

靖港派出所民警偶遇一队来自湘潭的骑行队，为他们指路。

10月 1日，长沙火车南站派出所民警姚樱芳在长沙南站高架候车层指导旅客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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