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涛

他们像清风，荡涤着网络空间里的
乌霾；

他们像清流，净化着网络空间里的
浊水；

他们像清香，静静地散发着温暖人
心的馨香；

他们像清晨，标示着正确而充满希
望的人生方向；

……
他们很年轻，身上承载着深沉的家

国情怀；
他们很正面，是浮躁社会中一股不

可小觑的正能量；
他们在网络空间持续发力，为的是

开辟出清朗洁净的网络世界———
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普通网民；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荣誉———“青

年好网民”；
作为2018年北京青年榜样，他们在

无垠的网络空间里率先构建起了清亮
晶莹的天空———

走近青年好网民，一起听听他们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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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闫长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走基层与职工同行

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

前不久， 关于一只大象从动物园 “离家出走”
的谣言在网上热传。 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
“平安北京” 辟谣称 : “动物园把大象数了一遍 ，
都在”。 让谣言不攻自破。

而这条微博则是出自被称为 “平安北京” 微
博团队 “段子手” 的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
心民警郭涛。 他负责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 “平
安北京” 的权威信息发布。 郭涛回忆， “当时我
们向动物园核实， 动物园工作人员说 ‘都数了一
遍， 没丢。’ 我觉得这句话不错， 就用这句话来发
了微博。”

记者了解到， 郭涛只是 “平安北京” 8人团队
中的其中一员， 作为北京政务 “第一网络大V”，
“平安北京” 除了发布权威政务消息， 还曾为 “朝
阳群众” 正名， 并及时辟谣、 解答公众疑问。

为“朝阳群众” 正名
毕业于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郭涛， 曾在一家

知名网络公司工作。 儿时看过的港台警匪电影里
的一帧一幕， 一直令郭涛魂牵梦绕。 电视剧 《重
案六组》 的热播， 更是让郭涛心驰神往。

“自己如果有一天也能成为一名警察该有多
好。” 在一次公务员考试中， 郭涛抓住了机会， 考
上了北京市公安局。 2014年， 在密云公安分局工
作了三年后， 郭涛进入市局新闻中心工作， 开启
了 “平安北京” 博主的生涯。

近几年， 北京市公安局在打击涉黄涉毒方面
取得了突出成效， 郭涛也在 “平安北京” 官方微
博上对这些战果进行了连续报道。

而高频出现的 “群众举报 ” 一 词 也 开 始
成为网友们关注的热点， 因涉毒涉黄明星大多在
朝阳区被抓获， 网络上不断出现 “朝阳区群众是
现代版小脚侦缉队” 等诸多带有讽刺意味的声音。
郭涛坦言， 这无疑为那些默默付出、 积极举报的
首都群防群治力量泼了一盆冷水， 他必须要做点
什么。

为了给这些 “幕后英雄 ” 正名 ， 郭涛组织
“平安北京” 微博团队成员多次以 “朝阳群众再立
新功” 为题通报案情， 有意识向公众强调 “朝阳
群众” 嫉恶如仇、 热衷于协助警方打击各类违法
犯罪的正面形象。

在此基础上， 郭涛带还组织 “平安北京” 微
博粉丝和媒体记者深入朝阳区群防群治队伍中采
访了解他们的工作日常。 感触颇深的各大媒体以
“揭秘北京朝阳群众” “朝阳群众到底有多牛” 等
为题对 “朝阳群众” 构建公共安全的积极作用进
行肯定。 在百度检索中， 包含 “朝阳群众” 关键
词的新闻报道多达14.2万余篇。 借助热度持续发
力， 继 “朝阳群众” 后， 郭涛又带领 “平安北京”
团队会同相关部门连续报道推出 “西城大妈 ”
“海淀网友” “丰台劝导队” 等首都群防群治典型
群体为守护平安作出的突出贡献， 被广大网友称
为 “给力民间组织”， 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群众参与
社会共治的积极性。

做网民“最喜欢的菜”
在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同事们评价郭涛是个

爱动脑筋的年轻人， 具有极强的 “网感”。
今年3月份， 郭涛主动策划， 用图片对近五年

来全国公安因公牺牲民警数字进行包装 ， 设置
“用生命守护生命” 的主题， 受到多家媒体和多名
网络大V的集中转发， 引发互联网上 “尊警、 爱
警、 护警” 的热议。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创作的 “警官证照片
为何不让笑” “微信黑白开机敬礼画面” 等致敬
中国警察的博文， 网友直呼戳中泪点， 综合点击
量超3亿。

他挖掘报道发布的 “北京交警现场执法赢得
围观群众鼓掌称赞” “罕见月食日警察在你身边”
等博文， 巧妙展现首都公安民警为人民服务的良
好形象， 综合点击量超2亿次。

2018年， 短视频社交平台逐渐成为一种现象
级全民应用产品。 “当看到身边的人都在看短视
频时， 我们就已经着手准备进入了。 因为群众在
哪里， 我们的服务就应该做到哪里。” 郭涛说。

在去年的5月20日当天， 郭涛带领团队成员一
起通过 “平安北京” 官方短视频账号发布了 “处
女秀”， 内容正是网络热传的 “双井桥一男子殴打
他人” 案件北京警方的处置工作。 自短视频发布
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 该条视频的播放量已达到
了1200万次， 收获网民点赞超19万次， 评论6000
余条。

郭涛利用短视频具有可视化、 冲击力强、 传
播范围广的优势， 制作了多个内容生动丰富、 法
制教育形象具体的短视频， 综合阅读量超亿次，
成为广大网友 “最喜欢的菜”。

利用网络为群众答疑解难
“‘平安北京’ 作为北京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

账号， 必须保证它的权威性， 必须代表首都公安
的声音， 更需要理性的思考和表达， 同时又要让
群众能够感受到北京警方 ‘贴心、 暖心’ 的人文
温度， 这其实挺不容易的。” 郭涛说， “其实， 就
是将心比心， 站在群众的角度上思考， 及时给予
他们建议和帮助。”

为此， 他与团队成员共同策划发布便民服务
及安全防范提示、 警务工作动态和打击破案情况
等各类资讯14余万件， 解决网民反映的突出情况
3100余件， 日均解答网民业务咨询达300余件， 回
复总量超10万件。

同时，郭涛牵头在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警法
目录”栏目中开辟电视版“平安北京”板块，以最真
实的首都公安形象“面对面”与观众进行互动交流，
让首都警务动态和安全服务类提示以更广泛的渠
道、更立体化的形式实现更暖心的服务。

对于群众关心、 社会关注、 媒体聚焦的案事
件， 郭涛会第一时间通过 “平安北京” 平台主动
回应， 用最权威的官方声音为网民答疑解惑、 获
知真相。 网友直言 “事情到底如何， 我只相信平
安北京”。

“一路走来， 做一名官宣 ‘段子手’ 其实并
不容易， 短短几行字的背后， 凝结着无数个不眠
之夜， 责任很大， 压力也很大， 但这都不算什么，
我相信我会坚持走下去， 因为在我身后， 有团队
同事们的强大后盾， 有首都公安队伍里不竭的故
事素材， 还有网友们的鼓励、 批评和指正， 更有
想要为首都公安事业做出自己贡献的动力！ 我期
待能通过我的努力， 真正实现我的价值： 为首都
公安民警代言！” 郭涛说。

“平安北京”微博
背后的“段子手”青

年
好
网
民：

点
亮
自
己，

照
亮
他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