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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大运河森林公园日夜守
护， 巡逻在每一处每一景； 他善
于倾听群众的家长里短， 是化解
矛盾的一把好手； 他总是把别人
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为群众排忧
解难。 八年如一日， 他走在守护
副中心发展建设的大道上， 用自
己的满腔热血， 践行副中心警察
的誓言。 他就是通州公安分局张
家湾派出所社区民警赵志明。

精耕细作
守护城市“责任田”

2011年， 赵志明本科毕业后
扎根漕运古镇张家湾， 做了6年
治安民警后， 2017年2月转岗成
为社区民警。 随着城市副中心建
设发展， 张家湾派出所辖区内的
大运河森林公园成为通州重要的
旅游、 文化窗口， 而作为全市重
点工程的 “城市绿心” 也开工建
设。 这一区域面积大， 游客多，
周边治安环境复杂， 要实现社区
化管理任务艰巨。 最终经过所里
研究， 这个任务交给了赵志明。

工作岗位调整， 赵志明第一
件事就是熟悉自己负责的辖区。
接片后他天天 “混迹” 在大运河
森林公园周边和 “城市绿心” 工
地 ， 每天行走不低于 20公里 ，
2000多亩的土地， 每一寸他都用
脚丈量过， 还绘制了百余份地形
图， 标注每处建筑、 每户人家。
在刚拆迁完的工地， 瓦砾遍地 ，
今天去了有钉子扎脚， 明天去了
一身尘土， 后天遇到下雨便是一
身泥， 条件异常艰苦， 但他每天
依然乐此不疲地去 “打卡”。 赵
志明在工作中了解到， 此前他的
辖区周边治安环境非常复杂， 警
情高发， 为解决这些问题， 赵志
明拿出了他的一套方法。

工作中， 赵志明认真分析辖

区构成和地理环境特点， 系统梳
理近年来的警情， 查阅每一份案
卷， 研究规律， 对症下药。 在他
的辖区涉车砸撬盗窃警情相对较
多 ， 由于都是游客 ， 流动性较
大 ， 发放防盗提示单效果不理
想， 于是他主动协调公园管理处
在重点区域安装喇叭， 利用语音
广播提示车主， 同时震慑违法人
员。 主干道路旁货车柴油被偷警
情频发， 他就在深夜， 开车在辖
区周边巡视， 遇到停靠在路边的
大货车， 叫醒司机劝导其前往停
车场、 服务区休息， 而自己就睡
在车里蹲守看护， 天亮才回家。

为了彻底解决大运河森林公
园周边治安隐患， 赵志明组建青
年突击队及20人的网格员队伍，
24小时开展巡逻防范， 确保 “白
天有人巡、 夜里有人看”， 对不

法分子形成威慑。
周末公园人流量最多， 群众

求助的警情也多， 每逢周末， 赵
志明都坚持带队巡逻， 成为了一
名没有周末的警察。 赵志明4岁
的女儿至今为止最熟悉的地方就
是大运河森林公园， 因为周末他
会早早地把妻子和女儿带到公
园， 自己则去辖区巡逻， 直到天
黑才接上她们一起回家。 妻子和
女儿无声的陪伴就是家庭对他的
最大支持。

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 大运
河森林公园及周边治安秩序得到
明显提升， 2018全年警情、 案件
数量分别下降41%和32%， 特别
是2018年4月以来未接到一起砸
撬警情， 涉车砸撬盗窃案件下降
了77%， 良好的秩序赢得了游园
群众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用情用心
辖区群众“知心人”

2018年3月 ， 辖区高女士家
因房产纠纷经常报警求助。 赵志
明初到高女士家走访时， 高女士
情绪激动， 无法与其正常沟通交
流。 赵志明耐心安抚， 等到高女
士情绪平稳， 仔细听她道出其中
的缘由和委屈。 随后， 赵志明深
入了解高女士家的情况， 联系多
家单位核实情况， 一字一句研读
《继承法》 《合同法》， 查找类似
纠纷案例寻求解决途径。

半个月下来， 赵志明不断做
高女士的工作， 晓之以理、 动之
以情、 明之以法。 最后， 高女士
竟抱着赵志明哇哇大哭， 连说赵
警官的话说到了自己心坎里， 表
示愿意冷静和平地解决问题。 隔
天高女士到派出所送去了一面写
有 “人民警察， 一心为民” 的锦
旗， 表达了对他的感激之情。 回
想起当时的情况 ， 赵志明说 ：
“化解矛盾的根本就是帮群众想
办法， 以诚相待， 群众的心结解
开了， 矛盾自然就化解了。”

不忘初心
不辞辛劳“孺子牛”

赵志明的家在通州农村， 父
母是老实本分的农民。 初中时候
班主任给了他50元钱， 说学校开
展 “党员送春风” 活动， 赵志明
品学兼优、 家庭困难， 班主任选
他作为帮扶的对象。 赵志明自这
件事后深深埋下了对党的热爱之
情。 高中时候入了党， 父亲哭了
一个晚上， 家里至今未出过一个
党员， 赵志明是第一个， 是家里
的骄傲。 赵志明开始有了自身定
位和价值追求， 要做一个能够帮

助他人， 回馈社会的人。
辖区有一户人家， 老太太81

岁， 老头80岁， 有一个患有精神
疾病的女儿， 他们的女儿在病情
严重时把自己的社保卡注销了。
两个老人年纪大了， 担心女儿以
后没人照料， 向民警求助。 赵志
明第一时间咨询社保卡的补办流
程， 指导两位老人办理， 带着老
人跑东跑西， 期间他自己出钱补
贴老人家用， 照顾他们的生活。
同时， 赵志明多方联系医院， 把
北京相关的医院打探了一遍， 均
价每月1万的费用成为一道难以
迈出的坎。 赵志明没有放弃， 他
开始关注北京周边， 跑到涿州、
燕郊 、 香河 、 永清等地了解情
况， 最终在燕郊找到了一家价格
合适、 服务放心的医院， 老人的
女儿得到了照料。

“什么是价值？ 是发挥自己
的作用， 影响更多的人。 我作为
一名人民警察怎么体现价值呢 ？
就是国家需要什么， 群众需要什
么，我就去做什么。 ”年轻民警处
置经验不足， 赵志明就同他们一
起出警，跟踪指导；群众疑难得不
到解决， 赵志明就查阅法条、 咨
询相关部门， 协助解决。 “群众
来森林公园玩耍， 很安全， 我就
有价值； 大车司机来这里停了一
阵， 踏实走了， 我就有价值！”

采访当天又是一个周末， 大
运河森林公园里游客步履轻盈，
“城市绿心” 建设如火如荼， 赵
志明仍旧一身肃整 ， 他先送妻
子、 女儿来到大运河森林公园，
刚刚4岁的女儿步伐蹒跚、 咿呀
带笑走向妻子 ， 妻子张臂相迎
接， 回眸朝他作别。 赵志明转身
回归工作， 副中心的建设日新月
异， 赵志明的裤脚染上了新泥，
默默地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平安，
守护着自己回报社会的初心。

□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陈绿

“双零”鞭策自奋蹄

说起西城社保中心社保稽核
科副科长娄珊， 同事总爱用 “萤
火虫” 来形容———她的个人光芒
虽然很微弱， 但总能给旁人带来
希望。 到西城社保中心工作这14
年来， 娄珊始终严格要求自己，
服务大局， 忠于职守， 以饱满热
情的服务，熟练钻研的业务能力，
帮助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 多年
来，她一直保持着“零投诉”和“零
出错” 的记录。

零投诉：带伤工作 坚持
实地稽核

娄珊说， 他们社保稽核科承
担着西城区所有参加社会保险单
位和个人的社保稽核任务， 工作
任务不仅繁重， 而且相当复杂。
作为一名老员工， 她除了对日常
工作一丝不苟， 还主动承担了稽
核科大部分个人投诉、 整体举报

及群访案件的处理， 对于不配合
的被稽核单位， 她还坚持深入企
业核查问题。

去年年底， 娄珊又如往常一
样到实地稽查企业， 那是一个涉
及6人的 “群访案件”。 不料， 路
上她被一辆违法机动车撞倒， 她
疼得站不起来， 等反应过来时，

肇事司机已经逃逸了。 “企业那
边看到我伤成这样还来， 应该会
觉得挺不好意思吧， 说不定对我
处理案件还有帮助呢。” 娄珊打
趣地说道。

“她这个人啊 ， 我们都叫她
是敬业的 ‘萤火虫’。 虽然个人
的光芒很微弱， 但是却能给来访
人员带来希望。 ”“我师傅工作起
来就跟铁人一样，特别拼命。 ”说
起娄珊，她的几个‘徒弟’都赞不
绝口。

娄珊的同事说， 有一回， 她
正在接访中心窗口接待投诉者，
突然差点倒在地上， 大家这才知
道， 娄珊连续发烧多天， 一直坚
守岗位。 领导强制将她送回家，
可没几天， 因为有个她负责的案
子要开庭 ， 她说别人不了解情
况， 又坚持作为代理人出庭应诉
去了 。 面对如此 “硬核 ” 的娄
珊， 大家又心疼又佩服。

零出错： 把握各个环节
严谨对待案件

“我们的社保补缴已经全部

到账了， 真没想到这次这么快！”
不久前， 黄女士和陈先生拿着锦
旗和表扬信来到西城社保中心，
当面感谢娄珊。

黄女士和陈先生都是某汽车
服务公司的老员工， 一年多前，
他们突然被单位告知， 由于无适
合他们的岗位， 需要他们在家待
岗。 待岗期间， 单位没再给他们
发放任何生活补贴， 也不同意解
除劳动关系和进行经济补偿， 于
是他们分别提起劳动仲裁。 仲裁
时他们才知道， 在此之前， 该单
位改变了用工方式， 由某劳务派
遣单位的员工， 成了由原单位发
放工资、 现单位缴纳社保的用工
模式。 由于仲裁主体错误， 加上
缺少材料， 所以被判败诉。

在申请仲裁时， 他们还得知
现单位给他们缴纳的社会保险，
一直是按最低工资标准， 与他们
的工资收入并不匹配， 于是他们
又改变申诉方式， 要求现单位补
缴社会保险差额。 娄珊在详细了
解了黄女士和陈先生目前完全没
有工资收入的情况后， 率领工作
小组， 当即调整手中案件， 优先

审理此案。
娄珊接手此案后， 先是一项

一项交待黄女士和陈先生所要提
供的证据材料， 由于此案时间跨
度较长， 涉及材料又多， 除了一
次次联系单位提交所需材料， 还
得在单位每次把材料送来后， 再
加班加点进行调查核实， 确保材
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从立案开始， 娄珊便密切关
注此案进展， 为了搞清单位账上
是否还有资金， 娄珊还专门对单
位的银行账号进行了余额查询，
确定单位有能力为当事人进行社
保补缴 。 在娄珊的努力下 ， 最
终， 单位完成全部补缴共计9万
余元。

战斗在社保稽核一线这些
年， 娄珊坚持用阳光而热情的态
度接待每一位前来投诉的人员，
用她亲切的微笑 ， 把政策融入
“情理法”， 讲得通俗易懂。 正是
因为她总是想群众所想， 努力化
解企业与职工间的矛盾 ， 多年
来， 她一直保持着 “零投诉” 和
“零出错” 的记录， 得到领导和
群众的高度认可。

□本报记者 闫长禄

“群众需要什么，我就去做什么”
———记通州公安分局张家湾派出所社区民警赵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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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娄珊（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