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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平安是我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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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闫长禄 文/摄

———记丰台公安分局东高地派出所万源东里社区民警罗建

他曾获得 “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 “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党员干
警”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等荣
誉称号 ， 先后荣立一等功2次 、
二等功2次、 三等功1次； 他被评
为首届 “我最喜爱的首都人民警
察”、 “最美北京人”、 首都十佳
社区民警， 首创的社区民警奖励
基金引起广泛关注； 他在社区工
作中不断总结先进工作法， 多次
在市局科技创新竞赛中获奖。 他
常说： “社区就是我的家， 我和
社区居民已经分不开了， 他们就
是我的家人， 社区的平安是我最
大的心愿。” 他就是北京市公安
局丰台分局东高地派出所万源东
里社区民警罗建。

社区群众的“贴心人”

“万源东里社区有45栋楼，
154个楼门 ，3个平房院 ，1700户
6500人……”谈起社区情况，罗建
如数家珍。他把社区群众当亲人，
社区群众也把他看成家里人。

采访当天正赶上高温天气，
记者见到罗建时， 他正推着自行
车准备下社区转转， 这是他每天
的例行公事。 “您不是副所长吗
副所长还干这么基础的工作？”

“职务归职务，我是社区民警
兼副所长， 工作的重心还是在社
区。 ”罗建心里时刻装着万源东里
社区的6000多名居民。 所里配备
了电动车他不骑，嫌速度快、不接
地气儿，却骑坏了6辆自行车。 在
社区，随便一户人家的情况，他都
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他经常接到
社区居民求助、 咨询的电话和短
信，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不管是
分内还是分外， 他都及时回复并
积极帮助解决。

社区居民王保华夫妇是典型
的“宅老人”，因为王保华老伴偏
瘫行动不便，加之居住在五楼，老
两口几乎就不下楼活动。 一天中
午，王保华在家做饭，由于用火不

当引起了火灾。 当时罗建正在社
区巡逻，看到不远处冒烟了，飞快
地向冒烟的楼栋跑去。 当他赶到
现场时，火势很猛烈，消防队员正
在全力灭火， 看到只有王保华被
救出来， 而他的老伴还被困在屋
里时，罗建拨开人群冲进屋内，冒
着浓烟滚滚，凭着走访时的印象，
他摸索着来到阳台， 把惊慌失措
的大妈背出来。

社区内刘阿姨是困难户， 因
不符合有关条件， 孩子一直没上
户口， 罗建始终记在心上。 市公
安局便民措施出台后， 罗建第一
时间向刘阿姨 “报喜”， 并帮她
准备了入户材料， 孩子的户口解
决了， 刘阿姨逢人便讲： “小罗
真是咱的贴心人。”

自费给帮教对象生病的家属
买营养品、 定期为困难户提供生
活用品、 经常看望患病在家的居

民 、 帮助曾受处理人员申请低
保、 给残疾智障夫妇买煤火用具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社
区居民中广为流传。

为了方便居民， 罗建还制作
了警民联系卡、报警服务救助卡。
从1995年他第一次制作警民联系
卡，到现在已经是第五代了。从最
初的只印有姓名和办公电话的普
通卡片， 到现如今发展到印有他
的姓名、照片、手机号、QQ、电子
邮箱、微博、微信等包罗万象的报
警 、救助 、服务信息卡 ，他将 “心
思”一直围绕在群众身上。 “我想
用这些方式告诉大家， 我是片儿
警，24小时为辖区居民服务，为他
们排忧解难。 ”罗建说。

社区平安的“守护神”

“对于社区民警而言， 工作

多、 任务杂， 守护社区平安是主
责。” 罗建说， 只有把防范措施
都落实到位、 把基础工作都执行
到位， 才能使社区安定祥和。

为发挥科技手段的作用， 罗
建积极与辖区单位沟通协调， 动
员单位大力发展技防措施。 经过
努力， 社区内2个小区出入口除
设置专人值班外， 还安装了14个
监控探头， 8个重点防控部位实
行24小时探头监控， 7个门店安
装了红外线联网报警系统， 6个
单位安装了门禁系统， 18个楼门
安装了楼宇对讲系统……万源东
里社区构成了科学、 严密的技防
体系， 还被评为全市科技创安示
范社区。 “我们社区布下了 ‘天
罗地网’， 白天放心出门， 晚上
安心睡觉， 罗建功不可没。” 社
区居民陆大爷说。

校园和学生一直是罗建安全
防范、 宣传教育的重点。 作为东
高地二小的法制副校长， 多年来
他坚持为孩子们上法制课， 教育
孩子从小树立法制观念和安全防
范意识。 为使孩子们认识到平安
生活的不易， 他带领学生参观警
察博物馆， 了解警察故事， 认识
警用装备。 “从小班开始， 他就
时常给孩子们讲简单实用的安全
知识， 教孩子识别信号灯、 斑马
线。 罗建还给家长发放了警民联
系卡， 将防范知识编成顺口溜，
非常方便实用。 孩子说遇到危险
就找警察叔叔， 就打110。” 社区
内一名幼儿园孩子的家长十分感
激地说。

善于创新的“智多星”

罗建在 “东高地家园网” 上
开辟了 “东里社区警务室”， 内
设 “政策法规 ” “安全知识 ”
“民警提示” 等栏目。 在网上警
务室里， 他每月、 每周刊载社区
及周边地区的治安警情、 发案情
况和预警提示， 定期更新安全防

范常识及有关法律法规、 政策。
罗建经常与 “东高地家园

网” 的版主联系， 邀请版主到社
区和居委会开座谈会， 共同研究
会商网上舆情， 建立了万源东里
社区QQ警察群， 又开展了 “网
上述职述廉”， 在互联网上直播
自己的述职述廉会， 让更多的群
众知晓、 关注社区工作。

一次巡逻中， 罗建发现部分
楼门单元号标识不清， 给居民生
活造成不便， 便联系有关单位制
作了100余块单元号提示牌 。 一
块块印有 “窗关好、 门锁好， 安
全防范不可少 ， 慎重接待陌生
人” 等内容并带有卡通警察形象
的提示牌像 “门神” 一样贴在了
居民家门口。 他还在社区主要道
路、 易发案地点设立警示牌， 在
单元楼门口上方贴民警提示牌，
与社区一起制作民警提示台历，
给社区居民、 商户、 单位寄明信
片等， 普及防盗防骗的常识。

为了调动社区群众参与治安
工作，他找社区群众聊天，向社区
干部请教，提出在社区内开展“四
个一”评选安全先进的活动，即每
年评选出安全示范一栋楼、 安全
示范一个单元门、 安全示范一户
居民、安全示范一个单位（商户）。
他还在街道、 社区和东高地派出
所的支持下用自己的年终嘉奖
1000元设立了社区民警奖励基
金， 专门奖励在社区内抓获或提
供线索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的群
众， 社区居民维护治安的责任感
增强了， 群众的积极性也调动起
来了。 居民吴阿姨说：“奖励多少
钱不是问题， 关键是我们看到了
罗建警官对工作认真负责的这股
劲，有这样的民警我们放心。”

24年来，罗建把社区当成家，
把居民当成“亲人”，总是尽心尽
力办好“亲人” 交给的每一件事
情， 社区大爷大妈们都叫他 “儿
子”。 有人评价罗建是大英雄，可
他却笑着说：“我是一片儿警。 ”

□本报记者 盛丽

屠鹏飞：“肉苁蓉之父”的科技路

屠鹏飞是北京大学药学院教
授、 博士生导师、 天然药物学系
主任， 北京大学中医药现代研究
中心主任。 他长期从事沙漠植物
肉苁蓉的研究和推广应用， 不仅
挖掘出其巨大的药用价值， 还解
决了肉苁蓉的人工种植技术。

为了寻找肉苁蓉资源 ，从
1990年开始，他不辞辛劳，二十多
次深入内蒙古西部、 新疆南北疆
的沙漠地区进行资源调查和生物
学研究，足迹遍布塔克拉玛干、古
尔班通古特、 巴丹吉林、 腾格里
等，经常吃住在沙漠之中。

为了解决肉苁蓉的人工种植
问题， 屠鹏飞邀请中国农业大学
郭玉海教授等研究人员组成协作
组， 联合攻关， 解决了寄生植物
大规模种植的关键技术， 并在新
疆于田县建立研究所和示范基
地， 免费对当地农牧民进行技术
培训。

为推广肉苁蓉的种植技术，
提高当地政府和农牧民对发展肉
苁蓉生态产业的认识， 从2000年
开始， 屠鹏飞多方筹集经费， 连

续组织在肉苁蓉主产地新疆和
田、 内蒙古阿拉善盟、 磴口县召
开学术研讨会， 至今已召开8届。

十多年来， 在屠鹏飞及其协

作组坚持不懈的推广下， 已在阿
拉善盟、 和田等地种植肉苁蓉及
其寄主梭梭、柽柳75万亩，治理了
大片沙漠。 他也因此两次被邀在
国际沙漠化论坛上做主题报告。

为全面提升肉苁蓉生态产
业， 让科技成果更好地服务于民
生，2012年，屠鹏飞以北京大学为
牵头单位， 申请并获得国家首批
科技惠民计划项目支持， 在国家
级贫困县新疆于田县进行管花肉
苁蓉大规模高产稳产技术推广。

为了做好项目的实施， 屠鹏
飞每年六七次亲临于田县， 培训
管理和技术人员，选择种植基地，
指导农牧民接种、 田间管理和采
收。在他及项目组的积极工作下，
三年来他为于田县培训管理技术
人员115人次，重点培养技术骨干
20人，培训农牧民3000多人次；建
立管花肉苁蓉种子基地4300亩 ，
免费为农牧民发放优质种子9吨；

建立高产稳产示范基地5000亩 ，
亩产达到300千克以上； 对9万亩
低产基地进行了全面改良， 年产
量由改造前的18千克/亩提高到
100千克/亩；结合沙漠治理，新建
基地8万亩，亩产超过100千克，成
为国际上寄生植物大面积种植并
获得高产稳产的典范。

项目的实施， 累计治理沙漠
17万亩， 为于田绿洲构筑了一道
牢固的生态屏障； 累计生产鲜肉
苁 蓉 29095吨 ， 实 现 经 济 效 益
25050万元 ， 种植农牧民平均每
户新增收入7.74万元， 创造了南
疆地区精准扶贫新模式。

屠鹏飞还积极为当地引进企
业投资， 促进和田地区肉苁蓉产
业的发展。 鉴于屠鹏飞对新疆和
田地区和内蒙古阿拉善盟生态、
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
献 ， 他获得和田地区科技特等
奖， 被业界誉为 “肉苁蓉之父”。

屠鹏飞 （左） 和博士生在于田县检查管花肉苁蓉的结果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