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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师一二六团，如果提到科克兰
木派出所户籍民警杨辉，很多人都会竖
起大拇指，随口说出一些关于她的感人
事迹。

杨辉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
会有这么多人认识她、喜欢她？带着疑
问，近日笔者采访了她。

眼前的杨辉，容貌普通，衣着朴
素。但她一开口，就像变了个人，阳光、
热情、充满正能量。

2018年，通过公务员招录，杨辉成
为一二六团科克兰木派出所的一名户
籍民警。户籍工作平凡琐碎，但却关系
着千家万户。“我要把群众的每一件小
事都当成大事来办，真心实意为群众办
实事解难题。”杨辉是这样说的，也是这
样做的。

2019 年的一天，杨辉接到一个求
助电话，原来有位孤寡老人居住在奎
屯市一家养老院，他的身份证丢了，但
是他行动不便，本人不能回来补办身
份证。

接到电话后，杨辉通过户籍查询系
统，发现老人指纹和身份证信息已经过
期。按规定，这位老人需要返回户籍所
在地办理相关业务。考虑到老人行动
不便，她便利用周末休息时间，专门到
奎屯市看望老人，了解老人的情况，确
认了老人的身份信息。

随后，杨辉加了这家养老院工作人
员的微信，回单位后和技术部门联系，
并通过远程视频成功为老人办理了身
份证。不久后，她就把补办好的身份证
送到了老人手中。

“要把事情做好，光有一腔热情和
责任心还不够，还要不断创新工作方式
方法，把我们的热情服务转化为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杨辉说。

2020年5月，杨辉接到辖区居民丁
某电话求助，学校通知他尽快给儿子办
理身份证，否则无法参加中考。了解这
一情况后，杨辉利用休息时间坐车前往
奎屯垦区公安局奎泉派出所给孩子办
理了身份证，确保孩子顺利参加了中
考。事后，孩子的家长拿着锦旗来到派
出所向杨辉表达谢意。

为了切实方便群众办理户籍业务，
杨辉创造性地推行“容缺收件”制度，对
业务资料不全的群众，允许他们通过电
子邮件、远程视频、电子扫描等非现场
的方式补交。为解决异地群众不能现
场办证的难题，杨辉灵活采用“微信视
频办理+执法记录仪”结合的方式，实现
群众办事“零跑趟”。

近年来，杨辉还积极探索“互联网+
为民服务”的工作模式，通过连队工作
群、社保工作群、退休人员群、志愿服务
群、社区工作群、党员工作群等微信群，

解答群众疑问、发布工作提示、进行普
法宣传，达到服务更多职工群众的目
的。

据统计，2020年以来，杨辉累计通
过微信和电话答疑 11450 余次，提供
预约服务300余次，主动上门服务120
余次，化解群众矛盾纠纷200多起。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2018年以
来，杨辉还积极投身到公益事业
中，参加帮助贫穷女孩的公益助学

“春蕾计划”，期间累计捐款 3400
元。

2021年3月，杨辉通过西藏林
芝市公安局驻墨脱县格林村第一
书记黄家斌，结对帮扶了当地的一
个男孩，每学期向男孩爱心汇款
1000元。

这就是杨辉，一名普通的户
籍民警，她用自己的真情和耐心，
切实为群众排忧
解 难 。 难 怪 在
2021 年 5 月兵团

“平安之星”月评
选中，为了给她
投票，直接或间
接到派出所咨询
投票操作事宜的
群 众 就 超 过 了
100人。

“有事情，找‘唐警官’”，这是十四
师皮山农场职工群众的共识。

职工群众口中的“唐警官”，是十四
师和田垦区公安局喀尔塔格孜派出所
民警唐飞。

“能为群众办实事好事，就是最大
的快乐和幸福，也是公安民警的本分。”
这是唐飞常说的一句话。

2012年，唐飞进入喀尔塔格孜派出
所从事社区警务工作。辖区连队维吾
尔族职工群众较多，如果交流不畅，又
怎么能融入其中呢？

为此，唐飞主动向当地群众学习语
言，从“你好”“吃饭”“请问办什么事”等
简单的字句学起。渐渐地，他从一开始
的听得懂，变成说得出了。

为了尽快熟悉工作环境，唐飞跟着
老同事走家串户了解情况。没多久，辖
区连队路上哪里有道沟有个坎，哪几户
居民沾亲带故关系亲密，谁家孩子调皮
不听话，他都一清二楚。后来，他每次
走访，总有孩子看见他，远远就喊着“唐
警官，你好！”然后跑过来像模像样地和
他握个手；总有老人拿出家里的食品，

请他去屋里坐一会儿拉拉家常。
每天走访结束回到办公室，唐飞就

把连队的大事小情仔细地写在本子上、
记在心中。寒来暑往，唐飞成了辖区的

“活档案”，辖区发生了什么疑难案件，
群众之间发生了矛盾纠纷，都来找他出
面解决。

2016年，六连两名职工因浇地用水
发生纠纷，唐飞闻讯赶来，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耐心做思想工作，将一起纠纷
消除在萌芽状态。

2018年，皮山农场群众谭某等15
人受吴某雇佣在工地务工，后因结算工
钱发生争执。唐飞得知情况后立即赶
往现场，他协调司法所工作人员和连队

“两委”成员分头做工作，并制定出了依
法依规、以情感化的解决方法。6个小
时后，双方达成和解。

社区工作琐碎，每天都有做不完的
事情。可无论大小，只要是群众的事，
唐飞都热情地帮忙解决。

居民阿力木·麦麦提要和新找的老
伴办理结婚手续，但前些年阿力木·麦
麦提外出打工时丢失了户口本一直没

有补办，着急之下找到唐飞，唐飞立刻
想办法为阿力木·麦麦提补办了户口
本。

居民布佐热·如孜家生活十分困
难。唐飞问明情况，协调相关部门给她
办理了低保，并送去清油、煤等。业余
时间，唐飞还给布佐热·如孜的女儿辅
导功课。每次见到唐飞，布佐热·如孜
都拉着他的手连连道谢。

孤寡老人吐热·尼莎眼花耳聋，唐
飞知道后每天坚持给她送饭，直到老人
去世。

……
派出所同事跟唐飞开玩笑：“你谁

的心都操，把头发都快操白了！”唐飞笑
着说：“群众需要的，就是我该做的。只
要能给群众办好一些小事情，解决一些
小问题，我辛苦一点不算啥。”

工作以来，唐飞帮助辖区群众解
决大小困难 960 余件，调解各类纠纷
360余起。2019年，他荣获“全国最美
基层民警”称号。2021 年，他被公安
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称号。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无论是在捍卫国家安全的最前沿，还是在扫黑除恶
第一线；无论是在惩治盗抢骗、查禁黄赌毒的行动中，还是在抢险救灾、为民服
务的现场，处处活跃着人民警察的身影。

今天是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本版刊发的3位民警，是兵团公安系统
的优秀代表，让我们一起聆听他们的故事。谨以此致敬每一位日夜奋斗、守护
我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人民警察，向他们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致敬，人民警察！

唐 飞
（左）在 群
众 家 中 走
访（资料图
片）。

兵 团
公安局 吴
海涛 提供

杨辉：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当成大事来办
●徐玥

唐飞：群众需要的，就是我该做的
●兵团日报全媒体记者 史进

中国人民
警察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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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岩：
铿锵玫瑰 别样风采

●兵团日报全媒体记者 史进

无论白天黑夜，还是严寒酷暑，只要接到指令，就第一
时间赶到交通事故现场，组织救治伤员，勘查事故原因
……这就是九师额敏垦区公安局交警大队专职副大队长
洪岩的日常工作写照。

洪岩是一名“80后”女交警。自2013年踏上工作岗位
以来，凭着对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满腔热情，凭着对公安
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她出色完成了组织安排的各项工作任
务，在全国公安机关现场勘查工作表扬通报中，她曾2次被
评为“全国优秀现场勘查员”。

“洪队长内柔外刚，对人热情细心，干起活来比男同事
毫不逊色。”同事这样评价她。

2020年春节前夕，忙碌了一年的洪岩，原本打算利用
假期回家陪父母过年。在接到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安排
后，虽然已经连续3个春节都没有回过家，但她还是当即决
定放弃休假，主动请缨冲到抗疫一线，与男同事并肩战斗，
成为防疫检查点上的一名执勤女民警。

“您好，师傅，您从什么地方来？”
“您好，请按顺序配合我们检测。 ”
“您好，您的信息登记了吗？”在疫情防控检查点，洪岩

将最好的执法形象、最佳的服务水平展现在疫情防控工作
中，严格落实防控工作措施，既做到“不漏一车、不漏一
人”，又讲究工作方式方法，耐心细致做好群众的解释、服
务工作，经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2020年12月28日晚，九师朝阳新区一辆轻型普通货
车与行人发生碰撞，致使行人受重伤被送至九师医院抢救。
伤者需要紧急手术治疗，但其身份信息不明，无法联系其家
属，情况十分危急。洪岩迅速组织事故组的其他工作人员成
立专案小组，分头核实人员身份。通过连夜调取沿途视频监
控，走访摸排周边社区群众，最终找到了伤者家属。

2021年6月的一天，洪岩在办公室值班，接到一起“奇
怪”的交通事故案件。报警人称，自己驾驶的小型轿车于
凌晨4时与一辆同方向的车辆发生碰撞，导致自己的车辆
自燃，希望交警能够到场处理并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洪
岩迅速和同事赶到现场，在调查交通事故取证时，发现诸
多疑点，与报警人描述不符。在不断核实证据和对报警人
询问后，报警人最终承认其造假的事实。

女警是警营中的玫瑰，但铿锵玫瑰也可以绽放出不一
样的色彩。虽然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很辛苦，可洪岩始终牢
记宗旨，永葆本色，默默地在平凡的岗位上奉献着自己的
青春和热血。

洪岩（右）对事故现场进行勘查（资
料图片）。兵团公安局 吴海涛 提供

杨辉（左）帮助辖区一位居民
补办了户口，其家属用拥抱表达谢
意（资料图片）。 徐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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