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今年是您来龚村的第
17个年头， 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
下来？

黄文祝： 我参加公安工作时
就牢记 “人民公安为人民” 这句
话。 我们人民警察就是为人民服
务的， 就像这鱼水关系， 谁也离
不开谁。

记者： 您在社区警务工作中
有什么秘诀吗？

黄文祝： 搞社区警务工作没
什么秘诀， 就是用真心和真情为
少数民族兄弟姐妹分忧解难。

【对话黄文祝】

黄文祝（右）走访少数民族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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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闫长禄/文 彭程/摄

黄文祝：“民族之家”的“大管家”

“党 的 政 策 ， 亚 克 西 ！ ”
“警务站， 亚克西！” 走进北京市
海淀区龚村， 你经常会听到这样
亲切的声音。 龚村社区位于海淀
区西部， 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
面积约两平方公里 ， 人口达1.4
万。 2003年3月， 由于大钟寺农
贸市场整体搬迁， 部分少数民族
群众来到龚村旁的锦绣大地市场
经营干果生意， 龚村成了他们的
聚居地 ， 黄文祝成了这儿的片
警。 在黄文祝的眼中， 龚村的居
民如同家人； 在居民的眼中， 黄
文祝就是他们的亲人， 提起他，
大家都竖大拇指： “黄警官， 亚
克西。”

今年， 已是黄文祝扎根龚村
的第17年， 他几乎放弃了所有个
人时间 ， 长期吃住在社区警务
站， 经常忙到深夜， 真真正正和
这些少数民族兄弟姐妹成了 “一
家人”。

龚村里的“北京亲人”

走进海淀公安分局西山派出
所龚村社区警务站的小院， 满眼
都是少数民族风情。 院墙上用民
族色彩勾勒的边框里， 多是黄文
祝和少数民族兄弟姐妹畅聊的情
景。 院内搭建起葡萄架， 厨房已
改造为清真厨房， 警务站外面的
空地铺上整齐的方砖， 是各民族
大家庭开展活动的场所。 少数民
族群众经常来到警务站找黄文祝
聊天， 在警务站厨房做饭聚餐，
他们把警务站亲切地称为 “民族
之家”。

在龚村， 少数民族居民主要
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伽师县。
“一开始最大的困难就是和他们
的生活习俗不同， 一些禁忌不太
了解。 很多少数民族兄弟的普通
话说不好， 有时我们说话互相听
不懂。” 黄文祝坦言， 如果语言
交流上有障碍， 什么工作也无法
开展。 那天他一整夜辗转难眠，
想出了一个办法： 先从记住名字
开始。

于是， 黄文祝在警务站挂上
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喀什地区
和伽师县的地图 ， 了解每个地
名； 他还写下每位居民的名字，
对照照片， 记住大家的名字。 一
次， 他和一位商户聊天， 准确地
叫出对方的名字， 商户惊讶的同
时也开心地笑了。

黄文祝还自学了维吾尔语，
以更好地和居民交流。 他找到几
位口才不错的商户 “拜师”， 学
维吾尔语； 还在警务站标志、 宣
传展板上添加了维吾尔族文字，
制作了维吾尔文版的社区安全防
范宣传材料。 为了解维吾尔族文
化习俗， 黄文祝还购买了介绍民
族风土人情的图书和光盘……渐
渐地， 黄文祝能用维吾尔语与维
吾尔族居民交流 ， 虽然还显生
疏， 但居民们感到很亲切， 彼此
的距离迅速拉近。

为动员少数民族参与社区管
理 ， 黄文祝有点儿时间就下社
区， 了解他们的想法、 宗教习俗
和生活禁忌。 他发现白天男子大
多外出经商， 妇女和孩子在家，
很少和外人打交道。 因此， 每次
走访时黄文祝都带着女辅警， 征
得同意后才入户。 遇到人家做礼
拜， 他会在外面等候从不打扰。

一年春节， 黄文祝在社区举
办了 “欢度春节、 情聚宝山” 联
欢茶话会， 邀请留京的近200名
少数民族群众和派出所民警、 社
区居民一起载歌载舞欢度春节。
阿卜拉江·艾麦尔特地带着儿子
给黄文祝送上了写着 “民族大团
结 、 维汉一家亲 ” 的锦旗 。 他
说： “来北京这么多年， 黄警官
和派出所给我们做了很多好事，
让我们能够安心地居住和经营。
他们就是我们的 ‘北京亲人’。”

“有事就找黄警官”

“有事就找黄警官。” 多年
相处下来， 黄文祝成了大家心目
中公认的 “社区大管家”。

居民吾普尔在一家驾校报名
学车， 可交了报名费， 驾校一直
没有排课。 吾普尔找到黄文祝，
想请他帮助沟通。 黄文祝马上联
系驾校， 发现该驾校因经营不善
面临倒闭， 经过反复沟通， 对方
终于向吾普尔返还了全部报名
费。 “黄警官是当着我的面给驾
校打的电话。 我记得他说， ‘这
是咱们的少数民族兄弟， 是咱们
的家人 。’ 听到这话我很感动 。
他给我们帮的忙比戈壁滩上的红
柳还要多！” 吾普尔说。

但黄文祝办的好事不止一
件。 一次， 居民买买提突发脑梗
倒在路边， 黄文祝得知后第一时
间将他送到医院， 并多方筹措资
金帮他垫付了医药费。 经过一个
月的救护， 家属提出想将买买提
送回原籍进行康复治疗， 黄文祝
又为他办好手续， 帮着把行动不
便的买买提送上了回家的火车。

这件事让黄文祝意识到， 很
多少数民族居民因为忙于生计，
存在健康隐患。 他争取到四季青
镇政府和宝山村委会的支持， 先
后两次协调医院上门免费为他们
体检， 发现近20人患有高血压等
病症， 专门为他们每个人制定了
健康干预方案 。 拿到体检结果
时， 居民达吾提·斯马依感动地
说： “黄警官是我的兄弟、 我的
亲人。 我发自内心地感谢他、 感
谢北京警察。”

“为居民做更多的好
事实事”

“我们要把少数民族兄弟的
事当成自己的事， 对得起他们的
信任。” 黄文祝说， 只要我们以
诚相待， 少数民族兄弟也一定会
对我们报以真心。

一次， 热合木江·艾山愁眉
苦脸地找到了黄文祝， 原来是他

家的孩子找不到学校入学。 黄文
祝听后马上帮助联系龚村小学接
收孩子入学。 其他少数民族居民
听说后， 纷纷来找黄文祝解决孩
子入学问题， 截至目前， 黄文祝
一共帮助了10多名少数民族儿童
入学。

精诚所至， 真情付出， 同时
换来了居民对公安工作的支持。
派出所组织社区巡防队， 让黄文
祝有点儿意外的是， 少数民族居
民都是自愿参加， 还经常问黄文
祝什么时候巡逻。 “这样的活动能
让我们感到不再是外来客， 而是
主人翁。 ”一位少数民族居民说。

这些年 ， 每逢国家重要庆
典、 重要仪式， 黄文祝都会组织
辖区少数民族群众到警务站一起
收看电视直播， 遇到升国旗、 奏
国歌时 ， 他们都会跟黄文祝一
起， 起立、 致敬、 唱国歌。 国庆
节，黄文祝组织大家看主题展览，
有维吾尔族兄弟在留言簿上写下
感言：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就
会胜利， 各族同胞要像石榴籽那
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其实我所做的， 也就是限
于这个不大的社区和不大的群
体， 但整个社会的大安全、 大稳
定， 也就是通过一个个小安全、
小稳定组成的。” 黄文祝说， 他
将一直干下去， 为居民做更多的
好事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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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现代销售本部区域经理万恒

奔波在路上的汽车销售员
□本报记者 马超

万恒是北京现代销售本部的
一名区域经理， 负责东区事业部
闽南区域的销售工作。

区域经理， 是一个让很多员
工羡慕的工作岗位， 想象中的他
们应该是衣着光鲜、各地出差、参
加各种活动……实际上他们要承
担强大的业绩压力、长期的出差，
承受与家人的两地分居、 一个人
在异地工作与生活的孤寂。

入职北京现代9年，万恒先后
任职于南区事业部管理科，云南、
贵州、西藏、重庆、福建等地区域
经理，先后负责5省34个城市的销
售工作。 为了冲击辖区北京现代
品牌销量和份额， 他常年奔波于
负责辖区的各城市，走访4S店、带
领辖区特约店冲业绩、 组织并参
加销售活动是他的日常工作，公

务车平均年行驶里程4万公里，月
均行驶3000多公里， 差旅途中服
务区的工作餐更是家常便饭。 如
今， 福建的北京现代市场份额排
名由 2016年全国第 14名提升至
2018年的全国第５名，他所负责闽
南区的北京现代2018年销量1.2
万台，同比去年增长20%；所负责
辖区的北京现代2018年市场份额
同比增长0.5%。

作为一线销售人员， 万恒对
区域的北京现代品牌市场推广活
动有着自己的想法和创新， 并将
其融入到新车上市推广中。 2018
年10月24日， 北京现代首批菲斯
塔车主百台交车仪式在泉州开
启。 活动前， 万恒和泉州经销商
一起探讨、 策划方案， 先后开了
4次沟通会 ， 实际考察了3个场
地、 勘察巡游路线， 仔细斟酌了
针对菲斯塔车主的特征设计活动
内容， 增加客户参与度 。 当天，
北京现代百台菲斯塔巡游车队成

为泉州街头最靓丽的风景， 活动
成为泉州汽车营销活动的一个重
要事件， 成为各品牌争相学习的
案例，并得到了车主们的认可，通
过以老带新实现菲斯塔订单10
台，是一次保客营销的成功实践。
2018年10月18日上市的菲斯塔在
闽南区域取得了优异的销量，并
出现了一车难求的喜人业绩。

“这些光鲜成绩的背后是我
对家人深深的愧疚。 由于长期在
外地出差让我错过了女儿的出
生。 由于工作原因没法陪伴孩子
的成长， 我很羡慕可以接送孩子
上学的爸爸， 可以给孩子讲睡前
故事的爸爸， 更羡慕那些可以搂
着孩子说 ‘我爱你’ 的爸爸， 普
通的陪伴对于我而言都是奢侈
的。” 2016年儿童节， 万恒在北
京开会， 孩子因为发烧住了院，
家人怕他担心， 也避重就轻地说
了孩子的病情， 等他赶回家， 才
知道还不到两岁的孩子因为反复

高烧， 在一周内两次住进医院，
看着在病床上蜷缩着的孩子身上
还插着留置针， 一阵酸楚涌上他
的心头。 “作为常年奔波在外的
销售人或许是优秀的， 但作为家
人， 我缺少了陪伴， 作为父亲更
缺失了和孩子一同成长的过程。”
万恒说。

作为区域一线工作者， 万恒
希望2019年自己能在公司的带领
下， 努力实现厂商共赢， 顺利完
成销售目标。 对于家人， 万恒想
只能通过言传身教告诉孩子， 什
么是拼搏， 什么是现代精神。 9
年的北京现代工作， 万恒深深理
解了北京现代销售人在遇到挫折
所展现出的顽强、 拼搏、 坚韧、
创新 ， 不达目标决不放弃的精
神。 未来， 他将继续努力拼搏、
在销售岗位上努力工作， 全力以
赴， 同时也会通过视频、 电话多
跟家人孩子交流， 多些时间陪伴
家人。

学学榜榜样样
我我行行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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