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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胆琴心护平安剑胆琴心护平安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 吉
宁）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
三板）披露的数据，2022年第一个交易周
（1月4日至7日）新三板挂牌公司成交
22.51亿元，其中创新层成交18.59亿元。

指数方面，截至7日收盘，三板成
指报 1135.95 点，三板做市指数报
1453.56点，各项指数走势平稳。

截至1月7日，新三板挂牌公司
总计6933家。

2022年第一周新三板
成交金额超22亿元

1月9日，在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一物流中心，工作人员给无人配送车装货。
当日，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作为试点区域开始用无人车提供物资配

送，用于保障封控园区人员基本生活物资供应。无人配送车在单程6.5公里的
配送路线上，每天可配送物资6次，单次载重320公斤。 新华社记者 陶明 摄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记者 戴
小河）记者9日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
最大海上油田——中国海油旗下渤海
油田，2021年原油产量达到3013.2万
吨，成为我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原
油增量约占全国增量的近50%。

渤海油田始建于1965年，是我国

海洋石油工业的发源地，也是中国海
油精心培育的产量最高、规模最大、
效益最好的主力油田。投产50余年
来，已发现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超44亿
吨、天然气地质储量近5000亿立方
米，累计为祖国贡献油气超4.93 亿
吨。

渤海油田成我国
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

寒冬时节，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
呼图壁县气温接近零下15摄氏度，位
于县城中心附近的青少年示范性综
合实践基地的滑冰场上，一群少年在
清晨阳光照耀下的冰面上飞驰。

来自昌吉市第七小学（以下简称
昌吉七小）五年级的翟志彬身穿一件
黑色长款羽绒服，在冰场上备战昌吉
州冰上传统项目学校速度滑冰比赛。

跟此次参赛不少同学一样，这是
11 岁的翟志彬第一次参加州级比
赛。2019年翟志彬加入昌吉七小速
滑队，是这个新疆北部县城小学速滑
队的第27批队员。

翟志彬的教练是昌吉七小的体
育老师王强和田丽。作为国家级速
滑裁判，田丽在这群孩子身上看到了
自己30年前的影子。

1992年，昌吉七小速滑队成立，当
时五年级的田丽和王强是第一批速滑
队员。在课外活动并不丰富的年代，这
种飘逸潇洒的冰上运动吸引了不少学
生关注，但是因为当时制冰和设备条件
有限，训练环境艰苦，最终坚持下来的
滑冰队员并不多，仅有十几位。

那个时候，学校没有塑胶跑道和
制冰车，田丽和王强都对浇冰的辛苦
记忆深刻。“当时的冰场浇冰是用脸
盆一盆水一盆水把地基打出来，然后
再用冰桶浇，都是教练员和学生自己
浇冰。”田丽说。因为当时是土质操
场，高低不平，甚至需要把操场围挡
起来防止撒上的水流走。

“虽然很辛苦，但是觉得滑冰很
快乐，在教练和家人的支持下，就坚
持了下来。”田丽说。

田丽和王强也是昌吉七小第一
批走出去的专业速滑运动员。在速
滑队接受了四年的训练后，田丽在
1996年进入自治区体育运动学校进
行滑冰训练，跟随两位全国速滑冠军
提升速滑技能。

两人都曾代表昌吉州参加自治
区运动会并取得速滑金牌。田丽和
王强毕业后，在2000年和2001年相
继被分配到母校昌吉七小，任体育老
师，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带队训练。

田丽和王强也见证了过去20多
年学校对于冰雪运动的重视。近年

来学校每年都会投入冰上运动费，用
于购置和更新比赛刀、连身服、油石、
头盔，滑轮、室内平滑器等，并进行冰
场的浇灌和日常维护。另外，每年冬
季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到天山天池、乌
鲁木齐南山、东北等速滑训练基地进
行集训。

如今，田丽主要负责教研工作，
王强主要负责一线训练。“要想学会
滑冰，先得学会摔跤。”这是王强在冰
场上经常给学生们讲的一句话。在
王强看来，滑冰想要滑好，要看身体
素质、耐力训练以及坚强意志。“滑冰
时天气都很冷，还得自己磨刀、浇冰，
你要这点苦都吃不下来，你就不要参
加滑冰运动了。”

速滑已经成为昌吉七小的一项体
育文化传承。每年开学，学校体育老
师会通过教研活动对全校新生进行速
滑运动普及教育，介绍学校速滑运动
的悠久历史。“从我们学校毕业的许多
学生都有两项体育技能：一项技能是
轮滑，一项技能就是滑冰。”田丽说。

翟志彬在三年级加入了昌吉七
小速滑队，“觉得滑冰很刺激，我喜欢
冰上‘飞’的那种感觉”。经过两年训
练之后，翟志彬已经成为学校速滑队
的种子选手之一。

2021年，昌吉七小被授牌“奥林
匹克教育示范校”和“校园冰雪运动
特色校”。在刚进学校的左侧建筑墙
壁上，贴着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主
题口号“一起向未来”，口号下面贴满
了各种冰雪运动图案。

在昌吉七小操场观礼台下的储
藏室里，珍藏着昌吉七小速滑队自
1992年组建至今获得的500多枚奖
牌，不同形制和设计的奖牌挂满了整
个屋子。此次昌吉州冰上传统项目
学校速度滑冰比赛上，昌吉七小代表
队斩获多枚奖牌。翟志彬夺得小学
组500米速滑项目第四名。

作为两名速滑老将，田丽和王强
也有小小的遗憾：速滑队的奖牌里还
差几块全国性和世界性的奖牌。“希望
在冰雪运动大发展的东风下，孩子们
能够在速滑运动上‘滑’得更远，滑出
一个全国冠军，甚至是世界冠军。”王
强说。（新华社乌鲁木齐1月9日电）

梦想接力30年：

一个新疆小学速滑队的冰雪之恋
●新华社记者 张钟凯 张啸诚 高晗

图②这是1月9日拍摄的哈尔滨松花江畔的巨型
雪人（无人机照片）。近日，一个巨型雪人亮相冰城哈
尔滨松花江畔，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戴着红
帽子、红围脖，嘴角上扬的巨型雪人高约18米，宽约13
米，用雪量2000余立方米。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图图①①11月月99日日，，在扎兰屯市吊桥公园内在扎兰屯市吊桥公园内，，冰球爱好者冰球爱好者
在打冰球在打冰球。。适逢周末假期适逢周末假期，，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
扎兰屯市市民走出家门扎兰屯市市民走出家门，，游冬泳游冬泳、、打冰球打冰球、、体验冰雪游乐体验冰雪游乐
项目项目，，乐享冬日运动时光乐享冬日运动时光。。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志鹏李志鹏 摄摄

图③1月8日，游客在哈尔滨冰灯艺术游园会园
区欣赏冰雕作品。进入冰雪季以来，哈尔滨冰灯艺
术游园会园区内举办了多场冰雕赛事。夜色之下，
冰雕艺术作品流光溢彩，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守护岁月静好，穿梭于大街小巷，
他们是人们最信赖的“平安守护神”；迎
接急难险重，敢于逆行出征，他们用行
动诠释赤胆忠心。

城市里，温馨的万家灯火闪烁；乡
野间，袅袅炊烟吐纳五谷馨香……一个
国泰民安的中国背后，有他们藏蓝的

“铠甲”、金色的“盾牌”。
他们，是人民警察。在第二个中国

人民警察节到来之际，向他们道声辛
苦，致以敬意！

“藏蓝的赤诚”
——坚守一份初心

海拔4900米的怒江大峡谷深处，
进独龙江乡的路有749个弯。“出门看
见人，见面走一天”，是这处险地最真实
的写照。

在这个曾经下雪就封山、下雨不通
路的地方，有一群人接力传承、日夜坚守。

平均年龄不到28岁，由39名民警、
43名辅警组成——云南出入境边防检
查总站怒江边境管理支队独龙江边境
派出所，时刻守护着我国唯一的独龙族
聚居区。

帮助村民修路、建寨、种粮、建立
警民小学……面对这群最可爱的基
层民警，独龙族群众亲切地称他们为

“党中央派到独龙族群众身边的贴心
人”。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有一个特别的
传统，新警上岗要先学会理发。“这里交
通不便，理发要到90余公里外的贡山
县城，老百姓出趟门特别不容易。”教导
员苟国伟说。于是，他们专门组建义务
理发队，每次下乡，民警挨家挨户为群
众修剪头发，几十年从未间断。

“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历代
民警与独龙族群众结下休戚与共的“鱼
水情”，先后有8名同志献出宝贵生命。

哪里有党和人民的召唤，就把根扎在
哪里，这是所有人民警察最坚定的信念。

又是一年寒冬，罗旦华同往常一样，
骑着摩托车在窄峭的山路上巡查。山
高、弯多、路窄，拥有旖旎风光的仙女山
吸引万千游客，也暗藏许多交通隐患。

2012年，重庆市武隆区公安局成
立交巡警摩托车巡逻队，罗旦华主动请
缨加入，与5名巡逻队员一起周而复始
地在盘山公路上巡逻执勤。

“冬披一身雪、夏脱三层皮”，10年
巡逻路，他骑坏6辆摩托车，累计骑行
40万公里……

为了快速抵达现场处理警情，马路
边的一张小方桌、几个板凳和一顶遮阳

伞，就组成了罗旦华的“办公室”。
无论是酷夏还是寒冬，罗旦华每天

都是起早摸黑，用警用摩托车开道、护
送需要帮助的群众……久而久之，群众
亲切地称罗旦华和巡逻队队员们为“仙
女山骑士”。

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罗旦华和战
友一起写下“请战书”。他们成立党员
先锋突击队，坚守在车流最集中、人员
流动性最大、全区疫情输入压力最大的
交通检查站，整整两个月未休息一天。

“大家需要我，组织需要我，苦点累
点又算啥。”罗旦华说。

参加工作15年，安徽省白湖监狱管
理分局黄姑监区监区长张文博在监区度
过14个春节。2013年4月，组织上决定
让他担任结核病分监区政治指导员。当
时，分监区关押着136名结核病犯人。

直面身患传染病罪犯，与他们讲法
律、聊亲情，用温暖和关爱一点点浸润
他们的内心……这些年来，张文博经手
改造过的罪犯达到2200余人，许多罪
犯刑满释放后，在他们结婚、生子等重
要时刻，都会给他打电话、发信息。

每当这时，张文博更加理解这身警
服所承载的使命:“我只是全国监狱人
民警察中的一员，教育改造好一名罪
犯，不仅挽救了一个人，也挽救了一个
家庭，要为迷途的浪子点亮心灯，让他
们带着温暖、带着感恩、带着阳光回归
社会……”

默默守护，是赤胆忠诚，是深情告白。
过去一年，日均50万名巡警出现

在街面让百姓心安；3万场大型活动和
1.3万余家A级旅游景区安全稳定，保
障了30亿余人次观众和游客安全；全
国52万所中小学幼儿园整体安全稳
定，确保全国 2.5 亿名学生人身安全
……牺牲小家，换得万家团圆，静听欢
声笑语，人民警察初心如此，矢志不渝。

“我在平安在”
——护佑一片安宁

高铁，现代化中国的一张金色名片。
2021年，铁路公安机关侦破刑事

案件3.8万余起，查获网上逃犯1.3万余
名，查处高铁霸座、吸烟等治安案件
15.3万余起……铁腕重拳，惩恶扬善，

“金色盾牌”维护广大群众出行安全，让
幸福中国更有底气。

福州车站内熙熙攘攘，身着警服的
杨仁德在人流中穿梭，任何可疑情况都
逃不过他的“鹰眼”。

半年内查获12名网上在逃人员、连
续2年夺得全国铁路公安系统追逃“状
元”……外表看起来朴实憨厚的杨仁德
深谙追逃秘诀，被称为“列车之鹰”。

2008年，杨仁德调入南昌铁路公安
局福州铁路公安处福州车站派出所综合
大队。从带头成立“功模服务站”，到将
服务站发展成集反恐、治安防控、为民服
务为一体的“杨仁德警务室”……警务室

成立至今，抓（查）获网上在逃人员131
人，为旅客购买“爱心”车票203张，收到
感谢信43封、锦旗25面。

“人民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杨仁德说。

资助农村学生完成学业；帮助困难
旅客补买卧票；设立爱心基金资助旅
客。大到追逃缉凶，小到失物招领……
仁义为本，以德服人，既是杨仁德的名
字，也是他践行的准则。

平安、有序的背后，总有人在默默
奉献，负重前行，用行动护佑一方安宁。

阻断诈骗电话、拦截有害短信、封
堵恶意网址、拨打劝阻电话……在上海
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无声的战斗时
刻上演。

多年探索过程中，上海市反电信网
络诈骗中心率先实现110报警电话、报警
人、市反诈中心“三方通话”机制，被骗资
金的止付挽损响应时间从天缩短到秒级。

拦截有速度，办案有温度。
“十几通电话阻止我转账，多亏民

警锲而不舍，才没能让骗子得逞。”某跨
国企业上海分公司负责人李女士回忆，
多亏反诈中心劝阻及时，一笔数额不菲
的资金得以保全。

亮剑出击，铲除黑恶，他们时刻在
行动。

一年来，通过开展“云剑”“净边”
“昆仑”“断卡”“猎狐”等专项行动，依法
严厉打击涉枪涉爆、跨境赌博和“盗抢
骗”“黄赌毒”“食药环”等违法犯罪，人
民警察用实际行动切实维护社会安定：
为群众累计紧急拦截电诈涉案资金
3265亿元，避免2337万名群众受骗；常
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打掉涉黑组织
195个、恶势力犯罪集团1086个；严打
涉毒违法犯罪，破获毒品案件5.4万起，
缴获各类毒品27吨……

“为了万家灯火”
——福泽一方百姓

“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
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
好”——20世纪60年代，“枫桥经验”从
浙江诸暨发端、从之江两岸向全国发
展，半个多世纪来落地生根、枝繁叶茂。

人民满意是一条走不完的路，群众
工作是一本写不完的书。进入新时代，

“枫桥经验”也在与时俱进。
“警务围着民意转、民警围着百姓

转。”成立于1950年的枫桥派出所亮出
了自己的“答卷”——党建引领下，继承

“就地解决”办事原则；民意为导向，常
态化大走访摸实摸细；发动群众，从“红
枫志愿者协会”到“红枫义警”，引导群
众共同参与基层治理……

2020年，刚参加工作的“95后”社区
民警赵梦给自己定下月访70户的目标。
如今，社区老百姓已经从“警官”改口叫她

“小赵”。“改变的不仅是称呼。只有一点
一滴、一步一脚印，为百姓办实事，才能体

现一个民警的社会价值。”赵梦说。
2017年以来，枫桥派出所辖区矛

盾纠纷化解率达100%，树立了人民满
意的派出所新标杆。

牢记宗旨、俯身为民，民有所呼、我
有所应，为民服务没有休止符，只有永远
处于进行时，才能传承不息，涌动不止。

2021年，“团圆”行动找回历年失踪
被拐儿童10932名；5个户口迁移事项

“跨省通办”；12项交管便利措施惠及2
亿人次；8000余万名驾驶人申领电子驾
驶证；169万人次通过“线上办、掌上办”
方式办理民航电子临时乘机证明……

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桩桩
“小事”背后的点滴变化，老百姓感受到
的是“办实事”的温暖力量。

“我喜欢警察这个职业，不管多辛
苦，这辈子我是干定了！”来自河北省唐
山市曹妃甸区公安局垦区治安分局刑
事侦查大队的“80后”民警汤宝俊说。

生前入村走访时，汤宝俊帮助患病
的困难群众协调办理低保手续，每逢年
节，还会带着米面油前去探望。2019
年，连续两起蒙面抢劫超市案引起群众
恐慌，汤宝俊立下“军令状”，22小时内
摸排蹲守，与同事一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6年刑警生涯，他累计参与破获刑
事案件4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00
余名，破案数始终遥遥领先。

“他既是‘拼命三郎’，又是‘破案高
手’。”年轻队员回忆，遇到再凶狠的犯
人、再危急的情况，汤宝俊最常说的一
句话是：“你们还年轻，抓捕时我先上！”

选择将背影留给别人，将危险留给
自己。2021年3月24日，汤宝俊在抓
捕行动中与犯罪嫌疑人英勇搏斗，不幸
壮烈牺牲，永远倒在了他最爱的公安岗
位上。渤海之滨，树起一座永不褪色的
精神丰碑。

时时在流血，天天有牺牲，但他们
依然前赴后继、无怨无悔。2021年，全
国仅公安机关就有261名民警因公牺
牲，4375名民警因公负伤。

掬星为火，奔赴山河。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捍卫政治安全、

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国家安全
机关人民警察奋战反渗透、反颠覆、反分
裂、反恐怖斗争一线，人民法院、人民检
察院司法警察履行警务保障职责、护卫
公平正义,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保证
刑罚执行，将罪犯改造成守法公民……

平安中国，无悔担当。
当前，我国每10万人中命案数为

0.56，是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每10万人中刑事案件数为339，是刑事
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20年，全国
刑事立案总量已实现五年连降，八类主
要刑事案件和查处治安案件数量已实
现六年连降……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誓言铿锵，声声嘹亮。
（记者：熊丰 齐琪 鲁畅 朱翃）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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