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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
警察节！2021 我和滨州公安的故事

[

2021 已经过去，回望，总有一些画面与公安有关；回想，总有一些故事与警察有关；回味，总有一些
感动源自滨州公安；回忆，总有一些瞬间令人终身难忘。在 1 月 10 日人民警察节来临之际，我们身边
有一群可爱的市民朋友们用最朴实、
最真挚的语言诉说着 2021 我和滨州公安的故事，表达着对警察们
的节日祝福……

]

“看到我的孩子面临危险，
交警开通
‘绿波带’
火速救援”
我是惠民县石庙镇马铁头村
他们帮忙。他们二话没说，奔跑
的田莉。警察节马上就要到来
到警车前，打开车门，告诉我们：
了，我想借这个时机，和大家讲一 “快上车！”
讲警察帮助我的孩子的一个故
警车一路鸣着警笛闪着警
事。
灯，很快就把我们送到了医院。
2021 年 12 月 21 日上午，我
到了医院，我却因为担心而不知所
调皮的孩子在家玩耍，不知道把
措，不知道该抱着孩子去哪个科
什么东西塞到了鼻腔深处。看着
室。一位交警赶忙安慰我：
“大姐，
嗷嗷大哭的孩子，我生怕孩子一
别着急。孩子给我，
我抱着他！
”
使劲就把异物呛入气管中。我和
他抱过孩子：
“ 别怕，有叔叔
婆婆两个人赶紧抱起孩子，开车
在！”
立刻向医院急诊室跑去。
往医院跑。
急诊室的医生了解情况后，
正当我们走到县城南部大于
立即对孩子进行了治疗。医生
路口时，因为路口一个交通事故， 说：
“ 幸亏送来的及时，异物这么
发生了堵塞。我们的车无法前
深，要是吸入气管里，后果真是不
行，当时我和孩子的奶奶真的不
堪设想啊！”
知道怎么办，心情异常焦躁。就
看着恢复如常的孩子，我这
在这时，
我看到巡逻民警。
才想起回身感谢送我们来医院的
我上前和他们说明情况，请
警察同志。可是我却怎么也没找

到他们。
回到家后，我和家人多方打
听，终于联系到了帮助我们的警
察同志。打通电话后，我表达了
想当面表示感谢的心意。可他们
却说，你们的心意我收到了，这都
是我们应该做的，真的不用跑一
趟！
2021 年 12 月 24 日，雪花飘
飘 洒 洒 ，惠 民 县 城 白 茫 茫 的 一
片。我和爱人做了锦旗，来到了
他们的执勤点，向帮助我们的警
察同志表示感谢。路上，我看到
每个路口上，执勤的民警们在凛
冽的风雪中，川流不息的道路上，
正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地指挥着
来来往往的车辆。
眼泪打湿了我的眼眶，这就
是我们身边的守护神啊，他们放

弃了节假日休息，无时无刻不在
为民服务的岗位上坚守，历经风
吹日晒，雨天雪地中有他们坚守
的阵地，夏天晒爆了皮，冬天冻僵
了手，无论早上还是夜晚，都有他
们坚守的挺拔身影……
有这样的好警察，有这样热
心为群众服务的好警察，有这么
一支快速出警、热心为民的安全
卫士，是我们人民群众的幸福。
我衷心地感谢他们，是他们为我
的孩子争取了宝贵的救助时间，
让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安全感的社
会环境中。
最后，在警察节到来之际，我
代表我的家人再次向他们表达崇
高的敬意，向惠民县公安局所有
的民辅警致以节日的问候，你们
辛苦了！

“最美一跪，让我的女儿得到及时救助”
我 叫 赵 庆 寿 ，今 年 92 岁 ，
1966 年 ，36 岁 的 我 响 应 国 家 号
召，从青岛来到滨州支援建设。
我虽然没有出生在滨州，但我成
长在滨州，工作在滨州，深爱着滨
州这片热土，我退休后组建了夕
阳红自行车队，宣传低碳环保、安
全出行的理念，想把滨州的美好
推介给更多的人。
2015 年 3 月 6 日，市关工委
组织成立了“五老”志愿者记者
团，我当选为团长。我带着夕阳
红记者深入县区，走进学校、农

村、社区，进行安全宣讲，关爱中
小学生出行安全，我们到学校门
口发放传单，提醒学生老师和家长
只有珍惜生命，
才能家庭幸福。我
们出门必佩戴
“平安行”
牌子，
车上插
着
“平安出行”
小红旗。我一直约束队
员们，
停车一定不要越过停车线，
我们
这一小小的行为，
会对市民尤其是青
少年产生积极影响。
2021 年 9 月 23 日中午，滨城
交警大队副大队长董爱荣下班途
经黄二渤十路口以西时，看到一
个小姑娘抱着一位妇女，她虽已

驶过但立即返回查看。原来，是
一个小姑娘骑二轮电动车不小心
把一位年龄稍大的妇女撞伤，这
位妇女腿部疑似骨折。董爱荣立
即指导小姑娘拨打 120 医疗救护
电话和 122 交通事故报警电话，
并打电话联系骑警中队队员赶紧
过来维护现场。董爱荣抱着伤
者，屈膝跪地为其做支撑以减轻
她的痛苦，其间不断安抚两个人，
直至伤者被救护车接走后，
她才松
了一口气。当时她保持一个姿势近
20分钟，
整个过程下来腿已麻木。

董爱荣同志救助的这名年龄
稍大的群众正巧是我的女儿。在
我的印象里，董爱荣是一位极富
责任心的好交警，在马路上经常
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指挥疏导
交通，帮助群众，简直就是以马路
为家了，把马路上的人都当作自
己的家人亲人，确保他们的安全，
确保群众有需要帮助时能及时出
现。我女儿的这次事故，如果没
有董爱荣的及时救助，我女儿的
伤情可能会比现在严重得多，真
的非常感谢她。

“团圆行动让我 36 年后找到亲生父母”
我是滨城区彭李街道某村的
一名村民，
36 年前，
出生 17 天的我
被养母从千里之外的浙江抱养到了
滨州。我从这里长大、工作、成家，
养父母对我视如己出。九年前，
养
母临终时告诉我不是亲生的，
我感
觉老天爷跟我开了个大玩笑，
养母
去世后，
伤心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
孤单，
世上连个亲近的人都没有，
自
己是哪儿的？根儿是哪里？我该去
哪里找？
就在 2021 年 8 月份，我接到

了一通电话，是滨城公安分局的
旅。2021 年 9 月 19 日，这个日子
赵雷警官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告
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这一
诉我，有一例疑似的 DNA 与我比
天，我与分别了 36 年的亲生父母
对上了，叫我来抽血确认一下 。 团聚了。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
我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儿，只记
就说：
“对不住了，孩子。”我说道：
得哭了一路。赵雷警官告诉我， “我不怪你们。”爸妈紧紧握着我
我的亲生父母是浙江义乌的，通
的手，拉我回家。陪爸妈一起来
过和义乌警方联系，约定在中秋
的还有姐姐、妹妹、弟弟，这一刻，
团圆。
我们全家团圆了，我忽然觉得自
2021 年 9 月 18 日中秋节假
己不再孤单了。
期的前一天，我在民警路俊林和
鲁迅先生说过，父母存在的
赵劲磊的陪同下踏上了认亲之
意义，
不是给予孩子舒适和富裕的

生活，
而是当你想到你的父母时，
你
的内心就会充满力量，
会感受到温
暖，
从而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能
力，
因此获得人生真正的乐趣和自
由。
在这里，我想对滨城公安的
民警们说，正是你们兢兢业业，坚
持不懈，才能使我们一家团圆 。
警察节到来之际，祝福你们在新
的一年里工作顺利、平平安安！
请接受我们全家对你们崇高的敬
意与真诚的谢意！

“她帮助我们全家走出了生活阴霾”
我姓宫，老家在东营，现在滨城
区杜店街道经营着两家宾馆。我遇
到了很多坎坷，尤其是 2020 年发生
了很多事，让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幸运的是，社区民警魏艳主动帮助了
我，在她的鼓励下，我对未来又有了
希望，对生活有了新的盼头，在我心
里，魏艳就是我的家人。
2020 年初，疫情最厉害的时候，
那是我人生的最低谷，媳妇一气之下
抛弃我和孩子离家出走不再回来。
因为疫情，宾馆生意也不好做，我整
个人心态都崩了，对孩子也没有耐
心，还动手打过孩子。
就在这时，魏艳主动上门，她和
我拉家常，教我如何放平心态，渡过
难关，在她的不断鼓励下，我带着孩
子们重新开始生活。2021 年 8 月，6
岁的儿子因为没有母亲的居住证无

法办理入学，正当我没有办法时，又
是魏艳再次伸出援手，她找学校、找
教育局，
最终让孩子顺利入学。
每年元旦，魏艳会来到店里，给
两个孩子送上崭新的书包，鼓励他们
好好学习。在魏艳的不断帮助下，我
们一家人终于走出阴霾，开始了新生
活！有时候我会问：
“魏姐，你说我们
非亲非故，你这样帮我，我真不知道
怎么去报答你！”
“ 孩子都叫我姑姑
了，你还说这客气话啊！我不用你报
答，你们过好了，生意兴隆了比啥都
强！”魏艳总是笑着说：
“ 你顶起这个
家，能带着孩子好好生活！这就是我
最想看到的！”
魏艳的帮助，
让我感受到了人民
警察为人民的深厚感情。警察节来了，
我祝愿所有的人民警察，
节日快乐，
身
体健康！

“及时止付，让公司避免了 400
多万元损失”

我是滨州一家汽车销售服务公
司的总经理。
2021 年 8 月 16 日，我公司财务
工作人员遭遇电信诈骗，轻信网络陌
生人员将公司账户上的 498.5 万元通
过他行网银汇至海南某贸易公司。
当时情况紧急，发现被骗后，我
们公司第一时间向博兴县公安局报
案，博兴县公安局将情况反馈至滨州
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请求紧急冻
结相关银行账户。滨州市公安局反
诈中心民警第一时间通过银行查询，
获取该涉案账户开户行信息为海南
海口一支行营业部，所以电话联系请
求对账户进行限制，同时以最快的时

间和山东省反诈骗中心取得联系，协
调进行账户冻结。
由于处置快速，涉案银行账户成
功被止付，避免了我们公司重大的经
济损失，真心感谢，也无比的感激，没
想到这钱还能找回来。
从报案到冻结账户，博兴县公安
局和市反诈中心，
都是与时间赛跑，
分
秒必争。当时正值中午 12 点，
民警同
志们也没有吃饭和休息，
而是积极联系
相关部门，及时为我们公司止损。
他们用滴水穿石的作风为企业
发展保驾护航，我们很感激！警察节
到了，祝福你们打击犯罪的征途上一
路平安，
节日快乐！

“一通电话的缘分，让我明白
了
‘人民公安为人民’
”
我姓董，
今天，
我要讲述一件我和
彭李派出所民警之间的一段暖心经历。
2021 年 8 月份的一天中午，我
们一家人正在家中吃饭，突然接到一
个手机号码为 182****0616、自称是
彭李派出所工作人员的电话，询问我
们一家人近段时间的外出行程和现
在住在什么地方。
我们当时感觉不会是骗子吧，对
他的身份半信半疑。手机的那头，他
紧接着说，你如果感觉我是骗子的话
可以拨打我们彭李派出所值班室电
话先核实我的身份，然后我过会儿再
给你打电话。
我挂断电话之后，用我丈夫的手
机拨打了彭李派出所值班室电话进
行了核实求证。大约过了5分钟，
这个
手机号又打了过来，
详细问询了我们近
段时间的行程和疫苗接种情况，
并叮嘱
我们疫情期间注意个人防护，
没有特别

重要的事情尽量不要离滨。挂断了电
话，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又过了几天，我到中海银座购物
广场附近购物，购物时，不小心把背
包弄丢了。里面虽说没有多少钱，但
是里面的东西都很重要。
这时候，我想起前几天有个派出
所的小伙子给我打过电话，就从通话
记录了找出他的电话，抱着试试的心
态拨了回去。
没想到，他很痛快地答应了，说
会查看监控帮助寻找。
经过近 3 个小时的努力，终于找
到了丢失的黑色皮包。
通过这件事，我想告诉大家，以
后多支持基层工作者的工作，他们真
的很不容易，希望大家以后给予他们
多一份支持与理解！他们用实际行
动证明了人民公安为人民，人民公安
全心全意服务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