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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年出生的罗敏豪是匡堰派出
所责任区民警中最年轻的一个。2017
年9月，他加入匡堰派出所成为一名
责任区民警。他的师傅是“老励”励
金敖，在师傅的带领下，罗敏豪迅速
成长为一名年轻的多面手，也开始了
他的“民生路”。

90后民警拜师学艺

“第一次见到师傅，是在集中培
训时，师傅讲了一堂关于走访的课
程。他讲的可能不是最风趣幽默的，
却是最贴近实战的，干货满满。”罗
敏豪笑着讲起了第一次和师傅“老
励”碰面的情景。

结束培训，罗敏豪被分配到匡堰
派出所成为一名责任区民警，不少民
警都告诉他，匡堰派出所有个“老
励”，而他将成为“老励”的徒弟。

“不会就是给我们上课的‘老励’
吧”，当时的罗敏豪心里既紧张又期
待。

“说实在的，刚开始的确有些不
适应。在学校里学的大多也是刑事方
面的知识，再加上年纪轻，不知道该
怎么和年长的群众沟通。”紧张源于
对岗位的陌生，但同时他也期待着接
受师傅的指导。

和师傅第一次出门走访、第一次
参与调解、第一次宣讲，罗敏豪在一
旁听着师傅的话语，更在脑中不断总
结分析，记下每个技巧。“我的年纪
比较轻，接触的群众不少都要大我
20来岁，有时候我说出去的话很难
让他们信服，但师傅的话就不一样
了。”为了弥补这一劣势，罗敏豪一
头扎进自己的责任区，开始了走访，
并从真诚入手，从细节入手，拉近群
众的距离。

勤学练就十八般武艺

如今，罗敏豪主要负责南部山区
的3个村，人口不多，占地却大，加
起来约为整个匡堰辖区的50%。倡隆
村集中在一长片，乾炳村比较分散，
东南西北都有，岗墩村则是个高山
村，罗敏豪表示，每一次走访、办
案，他总在“翻山越岭”。

不断“翻山越岭”让罗敏豪开始了解责任区民众的喜
好。“花草、杨梅、邵岙湖，用这些关键词起头，屡试不
爽。”罗敏豪笑着总结了打交道的“三大法宝”，他告诉记
者，开个好头，再拉拉家常，接下来想要了解的话题自然
就能得到很好的反馈。杨梅时节，更是他极力表现、和群
众拉近距离的最好时刻。“杨梅卖得怎么样”“山上还有多
少杨梅呀”“要记得给摘杨梅的小工买份保险”，一句句以
群众利益为重的家常话，让群众的心很快向罗敏豪打开，
开始信任这个年轻的90后小伙。

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在师傅“老励”
身边学到的技巧，关键要融会贯通，并消化为自己的技
巧。纠纷调解是责任区民警的必杀技，在这个“科目”
上，罗敏豪不断向师傅“老励”学习。“师傅曾说过一句
话，我觉得特别对，他说，永远不要和吵架的人吵架。”
所以一旦碰上了争执，罗敏豪总会耐心地拉着群众坐下
来，喝口水，“如果两个人都站着，你一言我一语，那个
氛围像在吵架。两个人都坐下来，喝口水，缓一缓，情绪
不激动了，调解起来会更容易。”

作为一名责任区民警，除了办理好辖区的治安案件，
做好走访、调解工作，宣传也是个重头戏。“师傅从来不
用 PPT，用案例、事件引入，还适时地互动，真的很厉
害。”第一次宣讲结束后，罗敏豪意识到，一堂好的宣讲
课，并不是照本宣科地朗诵，而是要知道老百姓们想要知
道什么，为他们解惑，提醒群众做好预先防治。

多看、多学习、有意识地收集素材、倾听群众的呼
声，在一次次实战中，罗敏豪开始独当一面，“在自己责
任区时，就更熟练了，因为我知道他们想要知道的是什
么，知道哪些案件发生的比较多，哪些是他们特别需要注
意的。”

为民服务不停歇

今年，“老励”要退休了，服务群众仍要由匡堰派出
所的年轻民警们传承下去，其中，不少担子压到了罗敏豪
肩上。“说实话，的确挺忙的。”罗敏豪说道。

作为 3个村庄的责任区民警，责任区内的每一起案
件、每一起纠纷都需要罗敏豪认真对待；作为老励工作室
的一员，他还要忙着出好老励工作室专刊，为百姓网罗近
期防骗知识；作为“上林讲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更要
积极开辟宣传阵地……据了解，自今年3月以来，仅仅是
宣传工作，罗敏豪就参加了 12场扫黑除恶巡回宣讲，听
众达 2400余人；开设 2堂流动课堂，分发资料 2300余
份；禁毒宣传、防溺水宣传进村庄、进企业、进学校，各
种主题宣讲也没有停过。虽然时常忙得脚不沾地，但繁忙
的工作也让罗敏豪得到了磨砺和成长。

如今，无论是老励工作室，还是上林讲团亦或者鸿雁
志愿服务队，罗敏豪跟随着师傅“老励”不断践行着为民
服务的理念，为百姓做着实事。“在我看来，服务群众不
仅仅是要在日常警务中发现老百姓需要派出所做的，还要
提供那些他们切实需要的。”罗敏豪笑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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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叶吟泠
通讯员 冯罗鑫

熬过了紧张的“黑色六月”，孩子们终于迎来了
轻松的暑假。暑假是孩子最开心的时候，然而也是意
外最容易发生的时候。本期，公安专版聚焦孩子走失
和交通安全两大问题，希望通过身边真实的案例，给
家长们敲响警钟。

一不留神孩子就不见了

暑假到了，萌娃一个人在家总是闲不住，“越
狱”事件时常发生，这不，就接连发生了2起萌娃走
失事件。

7月 2日下午 4点半左右，古塘派出所接到报警
称有一个4岁左右的孩子已经在自家儿童园里呆了两
个多小时，且没有家长看护。古塘派出所民警陈铁赶
到现场后发现，儿童园里有名身穿绿色短袖的男孩
子。面对警察，小男孩虽然有些腼腆，但还是信任地
告诉民警，他今年已经4岁了。

根据经验，陈警官判断，孩子的家应该不会距离
太远。眼看着儿童园要关门了，陈警官决定先将孩子
接上警车，沿路找一找。孩子年纪虽然不大，但对家
的位置已经有了些印象。“孩子一直指着河边的那条
路，我们就沿路问过去。大概过了十多分钟，一家小
店的老板娘一眼认出了这个孩子。”

在热心店家带领下，陈警官找到了孩子的家，没
想到却吃了个“闭门羹”，房中空无一人。住在附近
的老乡告诉陈警官，孩子的爸爸在上班，孩子的爷爷
有事出门了，孩子应该是自己贪玩，偷溜出门。家人
不在家，担心孩子独自在家不安全，陈警官便将孩子
带回了派出所，并麻烦老乡转告家属到派出所接孩子。

回到派出所，正值晚饭时间，暖心的民警便当起
了临时奶爸，带着孩子吃晚饭，还给他买来了甜甜的
饮料。饱饱地吃了顿晚饭，还喝到了自己喜欢的饮
料，孩子听话地待在陈警官身旁。晚上六点左右，孩
子的爷爷赶到派出所，确认无误后，陈警官反复叮嘱
一定要看管好孩子，不要让孩子独自出门，孩子的爷
爷连连点头。

无独有偶，7月 5日逍林派出所也来了一位身穿
“佩奇”的不速之客。当天晚上7点05分，逍林派出
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逍林镇樟新北路一超市里发现
了迷路的小男孩。

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一小男孩坐在超市服务台

的椅子上，正啃着手里的桃子，神情自若，一点都没有
走失后的慌张。民警随即上前询问，然而小男孩年纪太
小，无法说出自己家长的情况，围观群众中也没有人认
识男孩。“他可能是从周塘老街那儿跑过来的。”一个顾
客这么说道。民警随即抱起小男孩，打算带小男孩去老
街“认亲”。可一出超市大门，问题就来了，周塘老街
这么多住户和路人，怎么找？考虑到这点，民警决定先
将小男孩带回至派出所，再继续寻找小男孩的家长。

民警把小男孩抱上警车后，面对陌生的环境和陌生
的人，小男孩紧张起来，开始低声抽噎。小男孩身穿

“小猪佩奇”的衣服，会不会喜欢看“小猪佩奇”？民警
见状灵机一动，拿出手机，迅速点开了一集“小猪佩
奇”。看到熟悉的动画人物出现，男孩的神情发生了转
变，原来悲伤的小脸马上变成了欢喜的模样，双眼炯炯
有神地盯着“小猪佩奇”，认真地观看着。

将小男孩带回派出所后，一边组织人员进行寻找，
一边则由民警陪着小男孩，稳定其情绪。在小男孩走失
25分钟后，逍林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自己的儿子走
失了，民警迅速进行比对，发现“小猪佩奇”就是其失
踪的儿子。5分钟后，孩子父亲赶到派出所，看到孩子
平平安安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警方提醒，暑假是孩子走失、迷路事件的高发时
节，大多数是因为父母粗心大意，使孩子脱离了自己的
视线范围。警方提醒各位家长，工作再忙，也不能忽视
对孩子的关心，切不可将孩子独自留在家中，无人看
管。此外，还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意识教育，教会孩子
书记家长的姓名与电话号码。面对调皮的孩子，要科学
教育，更不要拿警察吓唬孩子，要教会孩子使用电话报
警求助。

交通安全不能“放假”

孩子天性好动，漫长的暑假，不可能“窝”在家里
度过，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或随父母出行游玩是他们最
开心的事，但随之而来的各种意外事故，特别是交通意
外也开始增多。如何防止意外发生，有效保护孩子们的
安全是家长必须重视的问题。

前些日子，城区北二环路上一名6岁男孩骑着童车

和一辆轿车发生了碰撞。轿车驾驶员小徐表示，当时有
辆三轮车在他的右前方，他根本就没看到孩子。庆幸的
是，车速不快，孩子倒地后立刻爬了起来。而发生事故
时，家人并不在孩子身边。

据了解，孩子是一个人偷偷溜出来的，因为看到伙
伴急急过马路，他便加速追赶，不想撞上了轿车。交警
随后将孩子送回家，而直到交警赶到，男孩的奶奶仍不
知道孙子已经走远，还发生了车祸。据男孩奶奶所说，
因为家中还有一个更小的孩子需要照顾，孩子的父母都
在上班，所以根本无暇看顾这名稍大些的男孩。

不少儿童在路面上发生交通事故，大多都是因为家
长一时疏忽，没有看管好孩子所致。对此，警方提醒家
长，根据相关法律，学龄前儿童在道路上通行应当由其
监护人带领。家长一定要看管好小孩，不要因为一时疏
忽，造成严重的后果。驾驶员们也需要注意，一旦和孩
子发生事故，即使孩子并未受伤，也不能一走了之，而
要第一时间报警，想办法联系孩子的家人。伤势严重
的，更应及时救助，将孩子送往医院。

至于孩子们喜欢的平衡车、滑板车，如今也有了新
的规定，电动滑板车、独轮车、自平衡车等禁止在社会
车辆通行的道路上行驶（包括非机动车道），所以家长
需要引导孩子到合适的场地玩耍，不然极易发生交通事
故，还会收到交警的处罚。

近段时间，驾驶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是全城热
议话题。安全头盔的重要性自然不必多说，电动自行车
在事故发生时，驾驶员及乘坐人员往往都是头部着地，
而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也是最关键的部位，一旦发生严
重碰撞，生命安全就会受到威胁。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
的时候发现，很多电动车驾驶员在事故中死亡大多是因
为没有佩戴头盔，而头盔能够很好地保护头部，起到一
个缓冲作用，防止头颅损伤。

自从7月1日起，交警对不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进
行处罚后，不少电动自行车驾驶员都自觉佩戴上了安
全头盔，但是记者发现，有一些家长自己带上了头
盔，却忘了给身后的孩子也带上安全头盔。不少家长
认为，只要驾驶人按规范佩戴，后座上允许搭载的 12
周岁以下儿童不需要戴头盔，殊不知，这样的行为很
危险。

此外，儿童出行，安全带、安全座椅问题也需要引
起家长们注意。2018年7月，城区发生汽车连环相撞事
故，当时，肇事小型轿车与陈女士驾驶的小型轿车发生
碰撞，因为冲撞，陈女士的车子直接翻转180度。这次
事故共造成 7辆汽车不同程度受损和两名成年人受轻
伤，其中陈女士脸部皮外轻伤，庆幸的是，车上小孩有
安全座椅，在此次事故中并未受伤。

“不管你自己开车开得多稳多好，别人撞上来你一
点办法也没有，小孩一定要坐安全座椅。”事故发生
后，陈女士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对此警方也想提醒家长，安全头盔、安全带、安全
座椅是孩子安全的保障，一定要做好出行最关键这一
步。小孩天性好动，对于年幼的孩子，家长最好在车
上安装儿童安全座椅，对于年纪稍大点的孩子，乘车
时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小孩乘车时可能会到处乱摸乱
动，行车途中一旦拉动车门把手打开车门，后果不堪
设想。因此，行车前务必打开后门的儿童安全锁，最
好再锁上车门，防止意外发生。

孩子走失高发 交通意外增多
暑期请看好你的孩子（上）

■全媒体记者 叶吟泠 通讯员 冯罗鑫

近日，桥头派出所携手宁
波佰莱克斯纺织品有限公司深
入企业开展了“民警进车间送
头盔”活动，通过免费向一线
车间工人送安全头盔，引导广
大员工遵守出行交通法规，牢
固树立平安出行意识。活动期
间，共发放定制版头盔500余
顶、交通安全手册300余本。

警企联手
送头盔

本报讯 “是我不对，我
不应该这么激动的，我做错
了。”昨日，在看守所见到陈
某时，她哭得非常伤心。不愿
接受 20元罚款，甚至攻击执
勤人员，陈某尝到了冲动的代
价，目前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7月 8日上午，桥头派出

所民警会同桥头交管站工作人员
在桥三路和新周塘路路口共同开
展三车整治。8点15分，陈某驾
驶电动车载着姐姐接近路口，交
警发现陈某有违法载人行为后，
便示意她靠边停车。“执勤人员
依法对其作出罚款 20 元的处
罚，但陈某情绪比较激动，对处
罚很不服气，还主动攻击执勤民
警、工作人员。”市公安局治安
管理大队民警翁曹杰告诉记者。

据当场执勤人员陈述，陈某当时
的表现十分彪悍，用拳头打、用
脚踢、用手抓，还将手上的包砸
向了劝说的民警，致使3名执勤
人员不同程度受伤，严重妨碍了
民警的正常执法。

采用暴力的方式主动攻击执
勤人员，目前陈某因涉嫌妨害公
务罪已被刑事拘留。得知处罚
后，陈某后悔不已，“因为当时
事情有点急，被拦下后，就控制

不了自己的情绪，太冲动了，真
不应该这样子。”

近期，警方加大了对三车违
法行为的整治，特别是电动自行
车违规载人、不按规定佩戴头盔
等违法行为，主要目的是保障市
民的出行安全。不少市民却对交
警的处罚不理解，情绪比较激
动，甚至做出过激行为。警方提
醒市民，应当严格遵守交通法律
法规，服从交警的指挥、劝导和

处罚。如对民警执法存在异议，
应通过合法渠道申诉，维护权
益。对暴力抗法、妨碍执行公务
的，警方将坚决依法严惩。

不服20元罚款，对执勤人员拳打脚踢
违法载人，女子拒罚袭警遭刑拘

■全媒体记者 叶吟泠
通讯员 胡志东 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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