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炀。

■教育整顿·榜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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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品

从 2006 年从警至今，娄底市公安局
娄星分局民警胡高峰初心未改， 他在娄
星公安刑侦战线已经奋斗了 12 年，从懵
懂少年逐渐成长为扫黑除恶及重特大案
件侦破的中坚力量。

2005 年及 2010 年，胡高峰两次代表
娄底市公安局参加省公安厅大阅兵，为
市局争得多项荣誉。 从警以来，他荣立个
人三等功 5 次 ，嘉奖 3 次 ，荣获 2017 年
度娄底市公安局优秀青年、 娄星区追逃
先进个人，2018 年度娄底市公安局娄星
分局破案能手，2020 年度娄底市公安局
娄星分局十佳民警 ，2019 年 、2021 年两
次荣获省优秀破案办案能手称号。

“我是警察，相信邪不压正”
从警 15 年来， 胡高峰破案无数，作

为主办侦查员侦破了 “2016.3.31 恶势力
团伙案 ”“2017.2.17 恶势力犯罪集团案 ”
“2019.5.29 恶势力团伙案”等多起有社会
影响的案件。

2016 年 3 月 31 日晚，在娄星区某时
尚酒吧门口， 一伙年轻男子持数把管杀
将一名受害人砍成轻伤， 之后迅速逃离
现场。 经查，这伙盘踞在娄底城区的年轻
人已形成犯罪团伙，人员相对固定，涉案
人员较多，多次持械实施聚众斗殴、寻衅
滋事、非法拘禁、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活

动。 为尽快打掉该团伙，市、区两级公安
机关抽调胡高峰等精干力量组成专案
组，通过侦查，民警终于逐步摸清了这个
以聂某两兄弟为首的黑势力团伙成员的
组织结构， 并掌握了大部分骨干成员的
信息。

2016 年 10 月 18 日，专案民警获悉：
聂某纠集团伙成员 40 余人 ， 驾驶 6 台
车，带着钢珠枪、匕首等凶器准备到娄星
区西阳辖区某工地了难。 为了将该团伙
成员一网打尽， 胡高峰等专案民警决定
靠前接触团伙成员并进行跟踪， 待时机
成熟即行抓捕。

胡高峰妆扮成卖早餐的摊贩， 想方
设法与该团伙成员接触， 并获取团伙成
员的聊天情况，及时掌握动态。 当日上午
11 时 ，专案民警获得重要信息 ：聂某团
伙成员在中午将到某家庭餐馆吃饭。 抓
捕时机成熟， 胡高峰迅速将情况反馈给
专案总指挥。 通过市、区两级公安机关合
力围剿，聂某等团伙成员 40 余人全部被
抓获。

事后，有人问胡高峰，面对这群带着
凶器又有案底的人，心里有没有发怵？ 胡

高峰拍拍胸膛说：“我是警察， 相信邪不
压正。 警徽就是我的护身符。 ”

“决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2017 年 2 月 17 日晚，被害人龙某在

某酒吧门口被一伙男子持刀追砍， 案件
给周边群众造成了极大心理恐慌， 社会
影响极其恶劣，迅速引起各方关注。 为彻
底打掉该团伙，娄底市、娄星区两级公安
机关抽调胡高峰等人组成专案组开展侦
查。 通过长达 1 年的侦查和研判，专案组
查明该团伙是以邵某某为首，谢某某、李
某等人为骨干成员的恶势力犯罪团伙，
并将该团伙的犯罪事实全部查清 。 至
2018 年 9 月 29 日，专案民警共抓获该团
伙犯罪嫌疑人 14 名，但主要犯罪嫌疑人
邵某某仍未到案。

这几乎成了胡高峰的心病，“主要犯
罪嫌疑人没到案， 我心里就像压了块石
头，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根据
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精神， 涉恶在逃人
员必须在 2020 年 12 月底清零， 娄星警
方部署追逃方案对邵某某展开追捕。 胡
高峰白天去邵某某可能藏匿的地点观

察、蹲点，晚上通过刑侦技术手段对掌握
的信息进行分析研判， 不放过任何有价
值的线索。2020 年 10 月 18 日，胡高峰通
过研判获得一条重要线索， 邵某某正逃
往浙江宁波。 第二天， 邵某某在宁波落
网。

“脑袋里有一张蜘蛛网”
作为主办侦查员， 通读前期审讯的

案卷材料是必经之路， 之后的审讯更是
需要懂得如何突出重点，与犯罪嫌疑人
打心理战 。 遇到啃不下去的骨头 ，则
更 多 地 需 要 从 其 他 成 员 的 审 讯 中 寻
找突破口 ， 最后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
每个成员在团伙中的地位、作用、做过的
事情都储存在胡高峰的脑海里。 “我的脑
袋里有一张蜘蛛网，无一可逃。 ”胡高峰
笑着说。

胡高峰带的新警刘恺恬这样评价其
师父：“我就没听他喊过累！ ”确实，胡高
峰只要一办案就劲鼓鼓的。“2016.3.31 恶
势力团伙案 ”最后的调查审讯 ，正是 12
月底天气最冷的时候， 娄底看守所里面
没有烤火设备， 胡高峰就自带电烤炉去
看守所提审，中午就嚼点干粮。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两个多月， 胡高
峰终于在起诉之前将该案事实、 涉案人
员全部查清， 经他整理的案卷材料就多
达 4 箱。 2018 年 3 月，该案审结，40 多名
涉案人员受到法律的严惩。

戴炀现为双峰县公安局沙塘
派出所教导员 ，2007 年从警 ,15 年
来一直默默耕耘在公安政治工作
岗位上， 以其责任心与创新力，以
及出色的策划和组织能力，天然的
亲和力和凝聚力，探索着公安政治
工作的价值与内涵。

警营文化有亮点
警营文化是警队建设走向人

文管理的深化，在培养民警的归属
感、使命感、荣誉感，增强警队向心
力和凝聚力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近
年来，戴炀紧扣局党委“文化育警、
文化律警、文化强警”战略，在宣传
策划、警营文化建设方面不断推陈
出新 ， 各类文化育警活动有声有
色、亮点纷呈。

双峰县公安局率先注册开通了娄
底市第一个公安官方微博———平安
双峰。 戴炀担任微博管理者，以亲
切的语言 、详尽的回复 、贴心的提
示等，使微博平台成为收集网友建
议 、受理网民诉求 、推动科学决策
的重要平台。

2015 年 5 月，“双峰公安”微信
公众号面世，以戴炀为主的运营团
队从群众关注的难点 、热点 、急点
出发，精心选题，通过策划活动、设
置主题赢得受众，平台累计吸引粉
丝 20余万人。 从事宣传和文字工作
特别耗神 ，每天写稿 、改稿到深夜
是常有的事。

戴炀牵头打造了双峰县公安
局办公大楼里的 “光影铭警志”摄
影展、“翰墨铸警魂”书法展、“警星
璀璨” 星光大道、“小手绘警营”等

文化项目，为战友们营造出积极向
上、典雅清芬的工作氛围。 戴炀还
倡议并组建公安文学、书画、摄影、
文娱和心理服务 5 个兴趣小组，聘
请艺术家担任文艺教员。 通过不懈
努力，如今双峰县公安局文化人才
库初具规模。

育警强兵有新招
戴炀体会到新民警的职业迷

惘和业务渴求，她开创了一项致力
于 新 民 警 成 长 与 培 养 的 育 警 举
措———薪火工程，全程对工程进度
和品质进行跟踪分析、 综合考评，
为党委及时调整育警思路提供参
谋。 同时，组织“薪火大讲堂”，邀请
骨干民警讲述成长中的所感 、所
悟 、所获 ；邀请老民警讲述过往峥
嵘岁月，给新民警以激励与启迪。

戴炀还积极组织 “每月二讲 ”
学习培训，除了给青年民警配置丰
富实用的培训课程外，还将在某些
业务领域领航的青年民警推上讲
台。 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中，
她策划开辟双峰公安“和森广播”，
带领青年民警组建党史主播团，引
导他们学习党史 、传播党史 ，为他
们搭建更多展示舞台。

为更好地关心关爱一线民警
的心理健康， 她刻苦研读心理学，
获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 工作
之余，她经常与新民警以微信或电
话沟通交流 ，听他们倾诉 、与他们
共情、帮助对方成长。

队伍建设有温度
2016 年除夕前夕，戴炀填词改

编歌曲《宝贝，你听到了吗？ 》，在寒
风雪雨中穿梭拍摄 MV， 登门拜访
了 20 多个警营家庭，聆听收集了多
位警爸、警妈、警嫂、警宝的真切心
声与拳拳祝福，MV 上线后获得 10
万多次的点击量。 这首歌被特邀在
省公安厅大赛中演出，获得公安部
宣传局的高度评价。 2020 年，在又
一批民警将要脱下挚爱的警服退
休时，她写下剧本《奔跑吧，警营后
浪》，致敬公安前辈，展现公安事业
的薪火相传， 视频获得学习强国 、
公安部微信平台的推广。

战友们的冷暖悲欢、新警的激
情彷徨、警属的委屈担当……戴炀
被这些“别人的事”感动着，她竭尽
全力去呈现、帮助和引导。 她组建
的 “美丽警嫂 ”微信群成了警嫂们
第二个温暖的家。 她通过组织亲子
沟通讲座、“一次特殊的升旗仪式”
“听叔叔讲公安故事”等活动，关注
警宝们的成长……

观乎人文，以化成警营；走入心
灵，以情牵警心。 戴炀将战友视为
亲人，为战友喝彩、为公安发声，用
自己的不懈努力传递着公安正能
量 、好声音 ，体现了一位优秀政工
民警的职业素养和追求。

近年来，戴炀连年获得嘉奖或
立功，是全省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成
绩突出个人、全省优秀警营志愿者、全
市公安机关青年岗位能手 、“双峰
警星”、全县优秀宣传工作者、优秀
党务工作者、 优秀组织工作者 ，她
光荣当选第三届娄底市青联委员 、
双峰县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

王曙蕾

公安政治工作价值与内涵的探索者
———记双峰县公安局沙塘派出所教导员戴炀

“警徽就是我的护身符”
———记娄底市公安局娄星分局民警胡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