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玥（左四） 和她的新青年同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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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不夜城长沙市最为繁华的区
域， 黄兴路每天 24 小时都人来人往。

百年前， 黄兴作为 “心忧天下敢
为人先” 的湖湘新青年， 他数次领导革
命武装起义， 是辛亥革命的元勋， 也是
同盟会与早期国民党的重要领袖。

百年后， 即将立夏的长沙， 有一
抹亮色来自于警花的 “芳华”。 长沙
市公安局天心分局政工室民警宋玥
作为基层的新青年民警， 肩负使命，
守护着这条英雄路。

笑容甜美、 性格开朗……记者眼
前的宋玥头顶警徽身着藏蓝警服， 扎
着干练的马尾辫 ， 24 岁的她有着超
出同龄人的成熟。

“我的爷爷和爸爸都是军人， 所
以从小我就对警察这份职业很向往，
觉得穿上制服的女性是闪闪发光的。”
宋玥介绍， 高考完后她直接报考了湖
南警察学院 ， 2020 年毕业后分配到
坡子街派出所， 成为一名民警， 参与
过内勤、 刑侦两块工作。 “上面千根
线、 下面一根针”。 内勤的工作头绪
多、 工作量大、 涉及面广， “刚工作
的时候我比较青涩， 许多方面存在一
些差距， 所以我努力向前辈学习， 用
知识充实自己 ， 让自己更有自信 。”

宋玥坚定地说。
“在前辈们打击辖区内的各类刑

事犯罪日常工作中， 我会配合男民警
参与女性犯罪嫌疑人审问以及女性受
害者的思想开导工作。” 前辈告诉宋
玥， 在日常的出警工作里可以观察到
世间百态， 吵架拌嘴、 打架斗殴、 跳

楼轻生、 吸毒嗑药、 酗酒闹事……警
察面对的其实不是一个个案件， 而是活
生生的人。 “有时候面对同龄人误入
歧途， 我觉得不论多难都要努努力，
试图把他们给拉回正道。” 宋玥说。

“作为警察， 保护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以及财产安全， 最终获得成功

和喜悦， 就是这份工作的价值体现。”
回想起有天凌晨接到的一个自杀警
情， 宋玥仍记忆犹新。 她至今难忘和
师兄在桥上盲找的紧张， 在大雨中劝
导自杀男子半个小时后， 成功解除危
机， 尽管后续调解困难， 在她心中仍
是一起神圣圆满的生命救助。

2021 年 9 月 ， 宋玥调到天心分
局政工室， 如今她在岗位上从事宣传
工作， 积极发挥自身特长， 用镜头、
文字记录下一个个动人的警察故事，
用饱满的热情在公安宣传第一线挥洒
着青春热血。

在宋玥看来， 从学生到警察这个
角色上的转变， 是从 “少年” 向 “青
年” 的成长， 从年轻到成熟的蜕变。
“脱下警服， 我们都是标准的 95 后、
00 后， 我所理解的当代青年 ， 是有
担当、 有活力、 有思想的。 做这行的
女性还是比较少， 我希望未来有越来
越多的女性加入这支队伍。” 宋玥话
语中充满着期待。

在今年的青年节， 宋玥也表达了
自己对新青年的看法， “我觉得新青
年是一种往前冲的活力， 一种充满朝
气的人生态度 ， 当你坚定地做你自
己， 在那些关键时刻有韧劲儿， 敢站
出来， 不会因为对手强大就轻易地被
击垮， 你就是新青年。”

本报讯 （通讯员 孙嘉丽） 风里
来雨里去的快递外卖小哥， 在长沙市
岳麓区洋湖片区有了 “温暖之家 ”。
近日， 洋湖街道 “党建聚合力 暖洋
先锋行” 快递外卖小哥红色之家启动
暨暖洋先锋志愿服务队成立仪式在柏
宁地王广场举行 。 现场 ， 洋湖街道
20 个快递外卖小哥 “红色之家 ” 正
式运行 ， 岳麓区总工会为 “暖洋先
锋” 志愿服务队送上暖心包， 首批由

快递外卖小哥组成的 “流动网格员”
向街道报到， 成为基层社会治理新生
力量。

户外工作者的“加油站”“暖心港”

柏宁地王广场快递外卖小哥 “红
色之家” 一开放， 来自美团的几位小
哥成为首批打卡者。 数百平方米的空
间内， 桌椅沙发、 冷热茶水、 免费充
电站、 免费 Wi-Fi、 医疗急救箱、 微

波炉甚至是 “树洞” 邮筒、 书籍一应
俱全。 喝杯水， 翻翻书， 晒晒暖心包
里的空调被、 雨伞、 水杯、 洗发水，
小哥们喜不自禁。

柏宁地王广场是岳麓区的重点楼
宇， 141家企业入驻， 近 3000名员工上
班。 “每天一到中午用餐高峰， 外卖小
哥一个接一个。” 物业负责人说， 不少
小哥会遇到需要充电、 口渴、 上洗手间
等紧急情况， 为他们打造一处休息休

闲的场所， 十分必要。 此次同步启动
的 20 个 “红色之家 ”， 是各个社区
（村） 党群服务中心、 小区物业联合
楼宇商场、 银行网点、 便利店等辖区
资源共同建立。 站点内， 快递外卖小
哥以及广大户外劳动者不仅可以休憩
减压、 生活补给， 选择感兴趣的内容
参加各类讲座和活动， 还能得到技能
培训、 入职、 申请入党、 加入工会、
法律咨询等服务。 （下转 2 版）

上一个风云世纪， 英雄辈出， 一批又一批胸怀家国情怀的新青年前赴后继， 践行伟大事业， 成就今日中国。
下一个百年中国， 英雄几何， 什么样的品质与理想会成为新青年心中的精神向往， 引领青春塑造新时代的新模样？
于百年之交， 听青年发声； 用奋斗书写， 为青春立传。 《金鹰报》 推出“英雄路上新青年” 栏目， 用新媒体视角、

笔触和镜头， 追寻先烈足迹， 探索“英雄同名地” 的红色气质， 记录不同行业的新青年如何交出各自的答卷， 以青春
昂扬的姿态喜迎党的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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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女警宋玥： 警花在一线绽放芳华
我觉得新青年是一种往前冲的活力， 一种充满朝气的人生态度， 当你坚

定地做你自己， 在那些关键时刻有韧劲儿， 敢站出来， 不会因为对手强大就
轻易地被击垮， 你就是新青年。

———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政工室民警 宋玥

“

快递外卖小哥有了“新家”， 并成为洋湖首批“流动网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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