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失老人家属给杉山派出所送来锦旗。

本报讯（通讯员 刘梦野）“你的妻子
预产期临近， 需要陪伴要求你立即停止
工作即刻执行 ！ ”日前 ，一份 “强制休息
令”在网上热传，被执行对象是株洲市公安
局经开公安分局学林派出所民警孙豪。笔者
10月 14日联系孙豪得知，妻子已于 13日顺
利生产，他正忙着照顾母子俩。

孙豪说，他已休假 4 天。 接到派出所
党支部发来的“强制休息令 ”时 ，自己刚
值完一个 24 小时的班，让他既诧异又温
暖，“‘命令’虽然是 ‘强制 ’，却包含着浓
浓的关爱，我和妻子都感觉很温暖。 ”

笔者注意到，10 月 2 日发出的这份
“强制休息令”上写着 ：“孙豪同志 ，今日
获悉你的妻子的预产期临近， 随时有生

产的可能，需要你的照顾和陪伴。 虽然警
力紧张，工作任务繁重，但你的妻子更需
要你，现经支部班子研究决定：要求你立
即停止工作，即刻执行！ ”

从 9 月 13 日起，孙豪就连轴转坚守
在一线，除了正常值班，还负责安保 、巡
逻等工作。 妻子 10 月 6 日的预产期日益
临近，孙豪在工作时也十分牵挂，家人一
直提醒他要提前安排好工作。 但是，国庆

中秋“双节 ”安保维稳工作开展以来 ，同
事们都克服各自家庭的困难全身心投入
到工作中， 自己这个时候讲条件、 搞特
殊，确实不合适，只好跟家人和妻子做好
解释工作， 继续坚守岗位，“很对不起老
婆， 在她最需要陪伴的时候我却不在身
边，有些惭愧”。

学林派出所所长袁铸介绍， 所里目
前有 14 名警员， 管辖面积 16.13 平方公

里，警力有些吃紧。 为了工作，民警们大
多是连轴转， 牺牲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
间。所领导在与警员谈心时了解到，孙豪
的母亲因急事回了老家， 他即将临产的
妻子无人照顾，得知这一实际情况，所党
支部发出了“强制休息令 ”，责令孙豪回
家陪妻子待产。

针对少数网友质疑此举是在作秀 、
小题大做，袁铸表示，这是派出所关爱民
警的一种表现，也是他们第一次使用“强
制休息令 ” 的方式要求一线民警休假，
“作为单位领导，我希望所有一线民警除
了认真负责地工作，也要关心家庭，多陪
伴家人，关心他们的健康，也要让广大警
员家属感受到单位对他们的关心”。

■派出所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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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调研时，带
着大家重温了“半条被子”的故事，强调要
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
奋斗。 坚持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句口
号，更是坚持不懈的实际行动。

娄底市娄星分局杉山派出所是湖南
首批“枫桥式派出所”。 一代代杉山派出所
民警 ，传承 “爱人民 、爱公安 、爱杉山 ”的
“三爱”精神，日夜守护着辖区 4 万余人的
平安 ，把老百姓当亲人 ，把老百姓的事当
自家的事，用真诚换来了老百姓的真心和
口碑。

杉山派出所：传承“三爱”精神 守护万众平安

群众口中的“老表警官”
“老胡 ，你怎么又过来了，都这个点

了怎么还不回去？ ”8 月 25 日晚 11 时 50
分， 杉山派出所值班民警陈志鹏经过民
警胡佳平办公室时发现还亮着灯， 推门
进去，看见胡佳平正专心地整理案卷 。

8 月 24 日至 28 日，是所里安排胡佳
平休年假的时间， 他已经连续两天从家
里“逃”回所里办案。 就在这前两天，胡佳
平才刚从河南、山东、江西等地连续奔波
一个星期出差调查取证回来。 “这个电信
诈骗案子到了移诉的关键时期， 马上就
忙完了！ ”胡佳平淡定地回答，继续整理
手中的案卷。

2006 年， 胡佳平从部队转业到杉山
派出所工作 ，在这 14 年的时间里，胡佳
平安心扎根基层， 从一个对公安工作一
窍不通的门外汉转变成一个擅长调解纠
纷、精通办案的优秀民警。

荣获三等功 3 次，嘉奖 8 次，多次被
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刑事拘留 10 人、抓
获涉毒人员 10 余人、调解纠纷 20 余起，
捣毁涉案 7 人的电信诈骗团伙 1 个 （已
全部移送起诉），为受害者挽回经济损失
8 万余元， 这是胡佳平今年以来无数次
加班换来的战果。从事公安工作以来，胡
佳平走遍了杉山镇的每一个角落， 查处
群众身边的案件、群众最关心的案件，保
障群众的切身利益， 和很多农民交心做
朋友，获得了群众的交口称赞，被群众亲
切的称为“老表警官”。

邻里纠纷引积怨 民警调解促和谐
处理邻里纠纷，对于基层派出所来说是

家常便饭，为了一个纠纷跑上三五次是常有
的事儿。民警凌党丰对处理村民纠纷颇有感
触，“要是在城区，矛盾双方大多想着赶紧处
理完纠纷，尽量不耽误时间。 可是在这，村民
们对时间的把握没有那么紧，搭上几天功夫
处理一个小纠纷的现象常有。一个纠纷处理
不好，当事人可能反复报案，既浪费警力，也
不利于乡村和谐。 所以，我们多跑几次不要
紧，为的就是把纠纷彻底解决，不让当事人
心里留疙瘩。 ”

2019年 1月 27日上午 11时许，杉山派
出所接到报警称， 镇南村刘家组有人打
架。 民警凌党丰和辅警肖威立即赶到现
场， 发现当事人一方刘女士正躺在邻居
家沙发上，双方都来了十多人。 为了避免
引发群体性事件，凌党丰当即遣散众人，
留下两名当事人了解情况。 经初步了解，
原来是刘女士的邻居在他们公共面积上
打算砌一面 “挡阻墙 ”，刘女士认为这面
“挡阻墙”会影响自家的下水管道排水便
加以阻止， 双方产生矛盾并发生了肢体
冲突， 刘女士索性就躺在对方家沙发上
不肯走。

这块公共面积让刘女士和邻居矛盾
冲突不断， 积怨已深。 凌党丰了解情况
后，便通知了村委会，当下根据双方意愿
现场拟了个调解协议， 数次上门耐心做
通双方工作， 两家人之间多年来的纠纷
终于在 3 月 30 日完全解决。

90后辅警爱心围绕走失老人
8 月 29 日中午， 杉山派出所接到辖

区群众电话报警求助， 称一名老人躺在
马路上，天气非常炎热，报警群众担心老
人有危险。 值班的 90 后辅警肖威迅速赶
到现场，发现老人由于天气炎热，加之饥
饿缺水，已出现了中暑症状。肖威迅速将
老人扶到阴凉处，给老人买来了矿泉水，
经过与老人沟通， 得知老人姓郑， 今年
82 岁 ， 一个人住在黄泥塘办事处某小
区，子女均不在身边 ，老人出走两天了，
找不到回家的路。 肖威根据老人提供的
信息将老人送到住所， 并通过邻居询问
到了老人家属的电话， 随后通知老人家
属赶到老人住所， 待老人家属到了老人
住所， 将老人交给家属并再三叮嘱家属
要照顾好老人后，肖威才离开。

9 月 8 日上午， 老人的女儿将一面
“警风高尚 见危相助” 的锦旗送至杉山
派出所，再次感谢杉山派出所民警、辅警
的帮助。

“百万警进千万家”安全送上门
9 月 16 日晚， 杉山派出所接到群众

举报， 在辖区内某出租屋内有疑似从事
电信诈骗活动的人员。为了不打草惊蛇，
民警陈志鹏迅速联合杉山镇综治办工作
人员前往该出租屋附近蹲守， 经过一晚
上的蹲守， 确认出租屋为疑似电信诈骗
活动窝点，于是果断出击，现场抓获涉嫌
从事电信诈骗活动的李某桃、颜某波、袁

某 3 人，作案用的电脑 4 台、手机 17 台、
银行卡 17 张。 经审讯，李某桃对自己侵
犯公民信息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
李某桃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所长陈平介绍：“今年以来， 杉山派
出所开展‘百万警进千万家’活动 ，累计
入户走访群众 1 万余户， 解决群众实际
问题 200 余条。 在‘打电诈、铲窝点、断链
头’大清查行动中，联合镇村干部清查实
有房屋 1200 余户 ， 清查实有人口 2500
余人，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800 余份，营造
了全民反诈的强大声势 ，使‘电诈 ’不法
分子在辖区内无处藏身， 让群众生活更
舒心、安全更放心。 ”

所长说：
用实际行动践行“枫桥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加强和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完善新时代“枫桥
经验”，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强化网格化
管理和服务， 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
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切实把矛盾化解
在基层，维护好社会稳定。作为湖南首批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 之一， 陈平表示：
“一定践行和发展 ‘矛盾不上交 、平安不
出事、 服务不缺位’ 的新时代 ‘枫桥经
验’，做全做实基层基础工作 ，我们将在
厘清底数、澄清风险的基础上，紧扣辖区
治安实际，切实抓好‘坚持政治建警全面
从严治警’教育整顿学习教育工作，始终
坚持党建引领，以党建带队伍，以党建促
工作，将‘枫桥经验 ’融入到基层基础工
作中， 着力锻造过硬队伍， 建设忠诚警
队，全面提升队伍应对风险的能力。 ”

辅警肖威正在向村民发放“防溺水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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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奋战 28 天、妻子临产
民警收到“强制休息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