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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手机铃声把睡梦中
的我陡然惊醒，看着熟悉的号码，我
气不打一处来，我按下接听键，以超
高分贝加上斥责的语气高喊：“几点
了？还不回来？”

“请问你是本机机主的家人
吗？”我立马像个瘪了的气球，我的

“你是？”还没在嘴里溜出来，对方已
经一板一眼地告知我：“我这里是市
东派出所，本机机主醉倒在路旁绿
化带里，目前不省人事，请您来接一
下！”我立马慌了神：“人没事吧？请
您再说一遍位置，我马上到！”慌乱
中我依然故作镇静，“醉酒者现在是
入睡状态，我们需要您到场配合。快
到了你会看到警灯，警车停在路边
了！”听到这些话，我的心稍稍平复。

“谢谢您，我马上到！”挂断电话，我
一看时间，已经接近凌晨两点。

我抓起车钥匙就到了地下车
库，一跺脚打破死寂，声控灯亮了，
我才意识到是忙乱战胜了恐惧。打
火操之过急，车好不容易才启动起

来，车灯光划破夜色，也将我的思绪
重新点亮。走在清冷而又寂寥无人
的大街上，我想起今夜打不通的 N
个电话，或许我就是在一次次无人
接听的电话中不知不觉睡着的。当时
既后悔没问老公今晚的饭局和谁在
一起，又怨怒老公不按时回来，甚至
绞尽脑汁想怎样才能让他长长记性。

第一次看见城市的深夜，如此
宁静，如此平和。灯也倦了，唯有城
市的护卫者们醒着，他们用一个个
不眠之夜撑起千家万户的安眠。走
过一个又一个拐角，路灯昏黄的光
散发出阵阵暖意，我的心也从黑暗
的深渊慢慢浮起，突然，远处流动的
彩色灯盏跃入我的眼帘，如同夜的
海悬起的灯塔，给了我方向，给了我
希望。那就是警灯，深夜里绽放的彩
色玫瑰，诉说着爱的花语——爱，不
仅仅是温暖，更是责任和使命。我的
眼前掠过影视剧里笔挺的警服，耀
眼的徽章，坚毅的面庞，还有犀利的
眼神背后爱的光芒。

我的车技本就不好，加上慌乱，
面对警察的指挥我有些茫然，一个
警察示意我下车，他替我重新停车，
我下车后看到老公斜倚在绿化带边
上，鼾声如雷，心里又恨又气，旁边
有个警察把擦拭过的带有点点血迹
的纸巾给我看，我发现老公摔倒刮
伤的脸部，又心疼不已。抬头才发现
三四个衣着单薄的警察各司其职
——有专职录像的，有打手电筒提
供照明的，也有守护现场的，他们的
身影在我面前瞬间变得高大起来，
面对口罩上方那一双双眼睛，我除
了说感谢，竟然再无别的语言。

“不用谢，多亏好心人看到，报
了警，要不这么冷的天后果不堪设
想啊！”警察的推心置腹之语让我心
里五味杂陈，“这么冷的天让你们久
等了，实在不好意思，非常感谢！”

“没事，没事”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几
个人合力将我老公抬到车上，又向
我一一交代散落的物品。然后帮我
关好车门，示意我先离开，“你们快

上车吧，别冻感冒了！”说这话时，我
的内心深处确实有对亲人般的心
疼，也有对警察的无比敬意。他们朝
我挥手，我看到了录像机一直在工
作，我知道一定是我开车离去的情
景最后定格在他们的镜头里。

我想，“有困难找警察”这几个
字背后，当仁不让的是老百姓心头
热乎乎的信任和人民警察肩头沉甸
甸的责任，这几个烫金大字就在闪
烁的警灯里跳跃，就在警察这个群
体日日夜夜严寒酷暑的忙碌里，就
在他们沸腾的热血里。警灯无处不
在，它们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流动，因
为有警灯闪烁，人潮汹涌的都市才
秩序井然，安宁常在。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
为了谁。”我突然想起这句歌词，耳畔
响起祖海深情的演唱，从未有过的感
动涌上心头。闪烁的警灯那绚丽的色
彩在我后视镜里慢慢淡去，却在我心
头留下最炫目的一笔，化作夜空中最
亮的星，在我的心头久久挥之不去。

我和滨城公安有缘，起因是我
十八岁当兵，成为一名首都武装警
察。服役期满回到滨城后，那段青春
的记忆改变不了为警察感到自豪的
火焰。我喜欢滨城公安，也曾梦想回
到地方当一名公安警察，但梦想终
归梦想，直到今天梦未能圆。

我与滨城公安有缘，与滨城公
安有真正的接触，是从我考取滨城
县级媒体广播记者开始的，在工作
中经常和滨城公安打交道。起初记
者比较少，什么公审公判大会、审理大
要案经验交流会、电视电话会、总结表
彰会等，都需要我们新闻媒体配合报道
宣传，一来二去，我接触的滨城公安多
了，从他们的身上看到滨城公安干警执
着能干、敢打敢拼、默默为人民守护坚

守的优良品格。
我曾经跟随滨城公安参加过多次

抓捕行动，惊心动魄。直到后来从事电
视记者工作，跟滨城公安打交道的次数
更多了，经常根据案情需要进行跟拍，
深入滨城公安，挖掘在公安战线上涌现
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我喜欢滨城公安干警雷厉风行
的工作作风，为了某个案件，为了抓
捕某一个罪犯，连续几天几夜的盯
守，不顾暑热不顾严寒，吃不上一口
热乎饭，工作起来的精神头让人为
之赞叹。我是一名新闻记者，也是一
名文学爱好者，我曾经用手中的笔，
用文学描绘滨城公安，记得曾经滨
州地区公安处有一份《滨州公安
报》，我曾把诗歌、散文、小小说寄给

报社。不管是新闻、通讯、诗歌经常
在那张报纸上露一小脸。

我喜欢滨城公安，感激每一名
警员。我曾经和他们共同参战，一起
抓盗贼，一起堵罪犯，深深地佩服滨
城公安独具魅力的慧眼。什么家长
里短，什么大案要案，在他们的手里
眼里，小菜一碟，一切惊风骇浪，经
过调查破案，一切初露端倪，风平浪
静，化解风险。我从事新闻宣传 30
年，和滨城公安宣传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记得去年，我为滨城公安写了
一首童谣《雨中情》，“警察叔叔真辛
苦，上学放学来守护。风里雨里一个
样，站在路口不叫苦。今天又是下雨
天，我把雨伞送叔叔。”用小朋友的
眼光观察警察，深深感激风雨中为

人民守护的人民警察。
一滴水足以反映太阳的光辉。

我热爱滨城公安，愿用手中的笔、话
筒、摄像机，记录滨城公安的一点一
滴，歌颂滨城公安忠实为民、尽职履
责、打击犯罪、服务群众、全力助推
经济发展的高尚情怀，我有责任让
更多的群众了解滨城公安，特别是
对刑警、交警、辅警、社区民警等有
更多了解，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对滨
城公安的尊敬和热爱。

我和滨城公安有缘，我愿讲述
滨城公安队伍在不同历史时期坚守
初心、忠诚履职的奋斗历程，继续描
写警爱民、民拥警、警民携手共创滨
城的美好故事。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
雨搏激流……”这首《便衣警察》的
主题歌，激昂慷慨，一听起来就让
人热血沸腾，我们对于公安战士的
崇敬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正是他
们舍小家为大家，才保护了辖区群
众的一方安宁。也许他们是浩瀚星
空中最平凡的一颗星，但是，他们
在辖区群众的心目中，就是星光璀
璨的天空。

几年前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姑
姑的电话，说表弟离家出走了。那
时表弟正上高三，摸底考试成绩不
理想，姑姑责备了他几句，加之与
同学有点小矛盾，早晨打车从家里
去学校，但是老师打来电话，他并
未到校。姑姑一家到处寻找，亲戚
朋友处都找遍了，一直未找到，一
家人心急如焚。于是我们只能请求
民警同志帮助寻找。市西派出所的
一位宋警官接待了我们，立即组织
民警调取了小区门口的监控，发现
表弟乘车后并未去学校方向，而是
朝着出市区的方向而去。宋警官多
方协作，终于联系到了出租车的车
主，车主说早晨有位学生乘车，但
是不去学校，却要求他开车到了市
郊的城乡接合部地带。宋警官立即
带领几位民警赶到那里。

那天正是大集，车来车往，人
流拥挤。根据出租车主的描述，民
警同志在周边的网吧、KTV 等娱
乐场所进行寻找。到了中午时分，
天气炎热异常，一道道汗水从民警
的脸上流了下来，打湿了他们的警
服。我们买来瓶装水，塞在他们手
里，但被民警同志推了回来。他们
顾不得擦掉汗水，从一家赶往另一
家地寻找。在拥堵的大集上，他们
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寻找工作，他们
顾不得吃饭，又驱车带领我们赶往
邻近的一处城乡接合部，那里既有
进城务工人员，又有村民，他们对
网吧需求量大，有的人家里某个房

间就改建成网吧，非常隐蔽。民警
同志们不厌其烦地一家一家找，但
是始终不见表弟的行踪。

到了下午，再往前走，就不再
是宋警官他们管辖的范围了，宋警
官擦擦额头的汗水说：“我帮你们
联系下一个辖区的民警吧！”不长
时间，一辆警车开过来了，一位身
材高大的警官走了过来，宋警官介
绍说是张警官。他们交接完成后，
我们和宋警官等民警同志们挥手
而别，他们乘车而去，越走越远，但
是民警同志身上的警徽依然在我
们心中闪闪发光。

张警官带领民警同志们不懈
努力，终于在一处网吧找到了表
弟，那已经是傍晚时分，张警官和
民警同志与表弟积极交流、谈心，
并将他领出网吧，见到家人，姑姑
热泪盈眶，激动不已，对民警同志
连声道谢，表弟也留下了羞愧的泪
水。这时，张警官把姑姑叫到一边，
细心地叮嘱她要多关注自己孩子
的思想动态，多与孩子交流沟通。
听了张警官的一席话，姑姑连连点
头。他又亲切地拍着表弟的肩膀
说：“孩子，你知道离家出走是多么
危险的一件事情！是一种不负责任
的行为。离家出走，不仅会荒废学
业，而且生活会难以保障，这样的
话只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已
经是晚饭时候了，姑姑想请张警官
和同志们吃完饭再回去，被警察同
志们婉言谢绝了。看着疲惫的民警
同志们消失在灯火璀璨的城市深
处，我们的心情激动不已。

感谢最亲最敬的公安干警！你
们用生命的音符谱写动人的乐章，
你们肩负着神圣职责，维系着社会
的稳定与百姓生活的安宁。这个世
界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
身而出的普通人，向平凡而又伟大
的公安战士们致敬。

在这个纷扰、喧嚣的年代，滨
城公安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
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十六字方
针，打造人民群众信赖的滨城110，
守护万家灯火，保卫一方家园。

110报警服务电话从诞生之初
至今，从简单的接警逐步到各单位
职责明确、步骤完善，几十年来，人
民群众逐渐将 110 作为主要求助
途径，将人民警察作为最值得依靠
的人，“有困难找警察”的观念在群
众心中根深蒂固。

群众无小事，求助必应答。110
接处警工作纷繁复杂，人民群众求
助、纠纷矛盾等事件层出不穷，但
人民警察事无巨细，对于群众合法
合理要求，面对群众需要帮助，首
当其冲，为民救急。曾有一位80岁
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走失，家
属求助滨城110后，各警种迅速联
动，排查一切有用信息，研判老人
轨迹，最后历时 38 小时将老人找
到。寒风凛冽，老人衣着单薄，满身
污垢，民警将老人安全送回家，家
属见到老人的那一刻忍不住留下
了眼泪。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从来都是滨城110接
处警的目标，群众的利益高于一
切，公安的每个警种、每种资源，都
是为了保障人民群众利益而设，只
要群众伸出手，滨城公安定会毫不
犹豫紧紧握住。

面对违法犯罪，人民警察无惧
风险，义不容辞。在滨城曾有一男
子因感情纠纷将另一男子砍伤致
死后逃跑，滨城公安民警迅速开展
相关工作，全力追击嫌疑人，凭着
多年工作的经验与敏锐的洞察力，
30分钟后，在路边正常行走的嫌疑
人被一眼认出，民警、辅警将嫌疑
人逮捕。暴力犯罪嫌疑人危险且狡
猾，但惩治犯罪分子是人民警察的
职责，危险来临时毫不犹豫冲锋在
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行
路虽难但也不曾回头，滨城公安一
直在路上。

新时代，新征程，面对新风险、
新挑战，滨城110将继续做人民群
众的保护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面对电信网络诈骗形式
多样化，普及电诈知识已是当下所
需。滨城公安致力于提高人民群众
反电诈意识，深入各个小区、村庄、
社区开展反电诈宣传，举办反电诈
讲座，细心且耐心地为各年龄阶段
的群众讲解电信诈骗手段，从源头
上减少电信诈骗案件的发生。

“不辞生死寻常事，多少功名笑
看中。”滨城公安每一位民警、辅警
都会在自己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
坚守，只要头顶国徽，便会脚踏实
地、一身正气。从来没有什么岁月静
好，只是有人在默默负重前行，人民
警察在党的领导下，在国家和人民
的殷切期盼下，甘愿做这负重之人。

雨是在放学前开始落下来的，
很多接孩子的家长，因为提前看了
天气预报，所以提早就开着车带着
雨具在校门口两侧排列开来。学校
是寄宿制的，周五的下午，回家的学
生也提早收拾好大包小包的行李，
在教室里隔着窗玻璃，眼巴巴地在
校门外车的海洋里，找寻属于自己
的那一辆。

终于，放学铃声响起，前一秒钟
还秩序井然，这一刻，门里学生门外
的家长，像是铁屑遇到了校门这块
磁石，一下子簇拥了过来。然后，就
此起彼伏地响起了车喇叭声，“嘀嘀
嘀，嘀嘀嘀”，盖过了淅淅沥沥的雨
声。接上孩子的家长急着往外走，
迟来的家长往里冲，转眼间，平时里
还算宽阔的路，一下子变得拥堵不
堪。路边高大的悬铃木，静静地看

着这熟识的一幕。
这一切，也被一位老人看在眼

里。老人姓吴，是一位退休的警
官。老吴警官退休不到一年，老伴
就发现，先前仅仅只是丢三落四的
老吴，如今经常记不起家人的名字，
那傻愣愣的模样看在老伴眼里，疼
在心上。于是一家人带着老吴到医
院楼上楼下检查了一大圈，各种照
片材料一大摞，可老伴只记住了大
夫说的三个字——健忘症。老伴腿
一软，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孩子
们一边劝一边哄，好说歹说才稳住
老妈的心神，然而他们的老爸——
老吴警官，只是直直地看着，面无表
情。大夫说：“多带他到熟悉的地
方，对病情有帮助。”于是，老伴只要
天气允许，就骑着电动三轮车，带着
老吴到处转悠。今天，不料想正赶

上学校周末放学，被堵在这里。
“堵车了？”吴警官在后座上，把

脸贴在玻璃上，说。“是啊，别急，等
一下，就好了。”老伴说着，看着慢慢
移动的车，心里也是紧张得很，很担
心会撞到自己。“我出去看看。”吴警
官说。“你别出去，碰着你，可咋办
啊？”老伴说着，回身伸手想拽住老
吴，可还是慢了，他已经像一条鱼一
样，在车辆的缝隙里，快步走向路
口，那几步，很有年轻时候的身姿。

这时候，一辆小轿车和一辆三
轮车，正和一辆拉货的大车“纠缠”
在一起。小轿车左拐到校门口，三
轮车左拐出校门，而大货车呢，像一
条搁浅的大鲸鱼，无奈地间或响一
两声喇叭，权当摆动几下尾巴。“你，
倒，倒。”老吴警官用手指着小轿
车。小轿车车窗摇下来，司机是位

小伙子，满脸不耐烦地问：“你谁
呀？”“我是警察，”老吴朝小轿车敬
了个礼，说，“你看，现在都卡在这
儿，谁也动不了，你再看三轮车，是
个老人，本来就被这阵势吓得够呛，
你先往后倒一下，让三轮车过去，再
放这个大家伙过去，你看看，是不是
就都能走动了啊？”

小伙子上下看了看老吴，嘴里
嘟囔了一句，开始慢慢倒车。老吴
又到三轮车前面，摆着手，指挥着它
在他奋力开挖出来的缝隙里，突出
重围。

经过老吴一番耐心的疏导，拥
堵的车辆开始缓缓流动。这时候，
天色开始暗了下来，雨还在下着，雨
丝在车灯的照映下，闪着金色的光，
静静地落在老吴身上。

夜空中最亮的星

我和滨城公安有缘 张实国

警徽闪耀我心中
马继红

雪胎梅骨显身手
砥节奉公守家园

闫晴晴

退休的老吴警官 赵兴国

刘晓梅

安全感是人民警察给人民最珍贵的礼物安全感是人民警察给人民最珍贵的礼物。。20212021年以来年以来，，作为滨州主城区公安机关作为滨州主城区公安机关，，滨州市公安局滨城分局深入践行滨州市公安局滨城分局深入践行““靠前一步靠前一步、、主动作为主动作为””警务理警务理
念念，，锚定锚定““提升年提升年””任务目标任务目标，，建机制建机制、、抓落实抓落实，，办实事办实事、、创满意创满意，，推动警务体系和整体工作提质增效推动警务体系和整体工作提质增效，，维护了辖区安全稳定维护了辖区安全稳定，，提升了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提升了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20222022年年11月月1010日日，，是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是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也是第也是第3636个个““全国全国110110宣传日宣传日””。。为深刻反映滨城公安机关所做的大量努力和工作为深刻反映滨城公安机关所做的大量努力和工作，，滨州市公安局滨滨州市公安局滨
城分局城分局、、滨州日报滨州日报··滨州网联合开展了滨州网联合开展了““我和滨城公安的故事我和滨城公安的故事””主题征文主题征文，，共收到稿件共收到稿件7272篇篇（（首首）。）。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讲述了滨城公安重拳出击打击犯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讲述了滨城公安重拳出击打击犯
罪罪、、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描绘了警爱民描绘了警爱民、、民拥警民拥警、、警民携手共创平安滨城的生动画面警民携手共创平安滨城的生动画面。。

本次征文评选出一等奖本次征文评选出一等奖22名名、、二等奖二等奖55名名、、三等奖三等奖1010名名。。今天今天，，我们选取部分获奖作品予以刊登我们选取部分获奖作品予以刊登，，致敬中国人民警察节致敬中国人民警察节，，激励和鼓舞公安民警辅警以激励和鼓舞公安民警辅警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现代化富强滨州建设的新征程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现代化富强滨州建设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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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把伞，时刻安放在我的
心里。我和两个女儿从来都不会想
到，能以这样的方式近距离接触人
民警察，近距离认识滨城特警。

2018年5月1日晚，中海公园举
行水幕电影和灯光表演，我和两个
女儿早早就赶到了现场。夜幕下，
人山人海的公园里灯光如昼，五光
十色的彩灯表演为滨州增添了几多
靓丽，也让在场的观众感受到了生
活如此美好。然而，表演不到20 分
钟，天忽然下起雨来，先是几滴豆大
的雨滴，随后雨滴越来越密，越来越

紧。我赶紧带着两个女儿找一
个避雨的地方。然而，从空旷的

观影点到任何一个可以
避雨的建筑都需

要 一 个 成
年 人

跑步两分多钟，我还带着两个孩
子。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雨更大
了。我一手牵着大宝，另一手抱着
二宝，边跑边想：“这下糟了，娘仨这
次非淋成落汤鸡不可。”就在娘仨狼
狈奔跑的时候，一辆警车停在我的
身旁，车门被迅速打开，从车上下来
一名警察，一把抱过二宝，对我说：

“快带着孩子上车！”一秒钟的愣神
后，一股暖流和感动涌上心头。来
不及多想，我赶紧带着大宝也上了
车。上车坐定，才发现这是一辆滨
城特警警车，车上10 余名特警是为
了保证灯光表演顺利进行，负责当
晚现场安保工作。天气临时变化，
他们便第一时间启动预案、救助需
要帮助的老人和孩子。坐在特警专
门为我们让出的座位上，看着在车
厢里站着、衣服湿漉漉的年轻的特
警们，我的眼里升腾起一股温热。

是的，有困难找警察，人

们早已耳熟能详。但生活在强大国
家、和平年代里的我们，还有多少人
能意识到，所谓的岁月静好，背后是
有无数人民警察在替我们负重前
行。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大会到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召
开，多少次平安祥和的盛会，离不开
人民警察的默默坚守。从疫情防控
常态化的坚守到豫川晋冀暴雨，多
少次紧急危难关头，离不开人民警
察冲锋陷阵。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到保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一张
张惩奸除恶的亮丽成绩单，离不开
人民警察无私奉献。

也许，大型庆祝集会现场的 C
位没有他们，阖家团圆其乐融融的
家里没有他们，群星闪耀高光时刻
的聚光灯下没有他们，但不论何时
何地，人民群众的心里始终有一个
确信无疑的信念，那就是他们一直
都在，为我们撑起了平安、祥和、温
馨、幸福的安全伞。

半个小时后雨势减小，车里另外
两位老人的子女前来接走了老人，感
激之情溢于言表，老人也是多次回首
致意才离开。我的家人也来接我和
孩子们，下车的一瞬间，三岁的二宝
突然转身亲了一下抱她的警察叔叔，
用稚嫩的声音说：“叔叔再见，谢谢
你！”我的眼里再一次温热起来。

到家后，两个孩子围在我身边，问
了一个我也难以回答的问题：“妈妈，
为什么警察叔叔知道我们没带伞？”想
了很久，我告诉她们：“因为他们是最
厉害的人民警察叔叔呀！”那一刻，我
知道，她们心里也有了一把伞。

是的，作为共和国的人民警察，
他们心底对人民的大爱、对祖国的
忠诚。正是他们的无言付出，也在
我、你、他，在我们的心底，安放了一
把伞。这把伞安放在我们每个人的
心里，将一直守护着每一个人。

像一把伞守护我们 孙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