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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寡老人在派出所找到一群“亲人”
85 岁的她称：
这辈子不再孤单了
“我没有儿女，也没有兄弟姐妹，你们就是
我的亲人。”9 月 19 日上午，85 岁高龄的龙奶奶
再次来到北碚区公安分局北泉派出所，拉着所
长王明金的手，送上一面写有“为民服务暖人
心 排忧解难似亲人”的锦旗（如图）。
9 月 16 日上午 10 点，龙奶奶步履蹒跚地来
到北泉派出所，称自己从外地搬来北碚的养老
院，要办理暂住证。所长王明金见老人腿脚不
便、视力也不太好的样子，就主动上前询问是
否需要帮助。询问得知，老太太姓龙，已经 85
岁高龄，没有子女也没有其他亲人，一个人住
在养老院，退休前在某医院检验科工作，和显
微镜打了一辈子交道，现在上了年纪视力也变
差了。
王明金还了解到，龙奶奶办理完暂住证后
要去政务服务中心办业务，便关切地问道：
“老
人家，您待会儿怎么过去啊？”
“ 我坐公交车过
去。”
“这都 11 点了，公交车要坐很久，要不让我
们民警开车送您过去！”
“ 不用不用，我坐公交
车就行。”老人不想麻烦民警，一再推辞，但王
明金见她确实不便，于是借口要到附近执行公

务，顺路送老人，老人这才答应
下来。
车上，民警一直和龙奶奶聊
天，了解她的日常生活情况，告
诉她要注意身体：
“婆婆，以后有
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们，过年过
节我们也会到养老院看望老人
的！”一路上，龙奶奶脸上都挂着
笑容，说很久没有人这么关心照
顾她了。
到达政务服务中心后，辅警
小心翼翼地搀扶着龙奶奶到窗
口办理业务。业务办好后，老人
发现民警在门口等着她，很是惊
讶。民警笑道：
“ 我们把您送过
来 ，当 然 也 要 将 您 安 全 送 回 家
呀！”
9 月 19 日下午，龙奶奶又来
到北泉派出所，和上次不一样的是手里多了一
面锦旗。龙奶奶对王明金说：
“ 锦旗上的题字
都是我的心里话，我没有子女，也没有兄弟姊

妹，你们就是我的亲人！”王明金十分感谢龙奶
奶对民警的信任，答应她以后民警会去养老院
看望她，
陪她说话解闷，
让她不孤独。
记者 叶惠娟

图说
新闻

9 月 17 日，云阳县公安局
成立环湖绿道巡逻队。这支
巡逻队以警用平衡车为交通
工具，每天三组，每组四人，在
云阳县环湖绿道八大公园进
行动态巡逻。据悉，云阳县环
湖绿道全程 33 公里，禁止机动
车通行，警用平衡车弥补了步
行巡逻距离与速度有限的短
板，扩大了巡逻的点线面，能
更及时地接受群众求助，更有
力 地 打 击 、震 慑 现 行 违 法 犯
罪。
记者 杨 雪
通讯员 朱建华 摄

以警徽之光芒 照亮寻亲之路
合川区公安局“彭勇寻亲工作室”
正式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李 亚）他帮助失散 20 年
的母女团聚、让一次跨越 60 年的寻亲得以结
果，他和同事们秉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呕心沥血，以警徽的光芒，照亮寻亲之
路。9 月 20 日，以民警彭勇名字命名的合川区
公安局“彭勇寻亲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
寻亲专家，这是群众给予合川区公安局南
津街派出所民警彭勇的赞誉，也是他无数个日
日夜夜、几千个电话、几千里路途，帮助百余名
寻亲者圆梦的完美总结。
“彭勇寻亲工作室”筹建于 2019 年 1 月，设

在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局南津街派出所内，以牵
“断头路”？这些问题，在他的工作日志上形成
头民警彭勇的名字命名。自工作室筹建以来， 文字，
成了他空闲之余反复琢磨研究的事。
彭勇积极探索助力群众寻亲的新思路，坚持
如今，工作室正式挂牌成立，下一步工作
“传统思维+数据赋能”的工作理念，联动刑侦、
彭勇也一项一项写在了日记本上：1、整合重庆
情报、网安、户政等领域专业力量，打造“群众
市内各派出所关于合川的失踪人口、寻亲信
利益无小事，助力寻亲解民忧”的专业化寻亲
息，
进一步发掘寻亲线索。2、建立“寻亲人员信
团队。
息管理”数据库，整合各警种部门资源，利用人
“老百姓喊咱专家，就不能愧对这个称呼， 口管理信息系统、指纹人脸识别、DNA 信息采
必须专业，要更快、更准、更稳！”彭勇坦言，每
集比对等科技手段助力寻亲，有效提高寻亲效
次在一场寻亲结束后，他都会总结经验教训， 率。
“ 彭勇寻亲工作室”联系方式，彭勇电话：
哪里耽误了时间，哪里信息不对称，哪里成了
15923170366；
南津街派出所电话：42725575。

民警偶遇嫌疑人 拍肩锁喉拿下他
一个身影在龙义的眼前一晃而过，
“眼熟，
但又似乎不认识。
”放慢车速，
龙义再仔细一瞧，
“没错，
是他！”龙义是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九龙园
派出所的一位刑侦民警，而这个身影是一个多
月前在九龙园辖区实施盗窃的嫌疑人，
这次，
他
们在街头偶遇。
7 月底，在九龙坡区华龙苑经营理发店的
唐先生报警，
称自己在店铺内午觉后，
发现放在
一旁充电的手机不翼而飞。九龙园派出所接报
警后迅速展开研判，很快明确了嫌疑人身份。
嫌疑人林某有盗窃前科，
居无定所，
此后没有再
现身，
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
但他的信息
和体貌特征都深深印在了办案民警脑海中。尤

其是龙义，这位 55 岁的老民警，有超过 20 年的
刑侦经历，办案经验丰富的他不会错过任何一
个嫌疑人。
9 月 16 日下午，外出办理另一起案件的龙
义在驾车途径南岸区明佳路时，发现明佳路昌
龙公交车站附近人行道的人群中，有一名男子
正是林某。
藏匿的嫌疑人好不容易现身，龙义当机立
断，停车，上前，对林某实施抓捕。林某在龙义
亮明警察身份后企图逃跑，
龙义追击擒拿，
将他
放倒在地。路边 3 名热心群众得知是“警察捉
小偷”后，有力出力，协助龙义牢牢控制住嫌疑
人。龙义随后将林某铐上带回派出所。

到案后，林某对其盗窃手机的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龙大叔”是派出所同事对龙义的爱称，一
方面因为他警务经验丰富，另一方面是向其 55
岁仍冲锋抓捕一线致敬。而龙义在谈起这次不
期而遇的抓捕时只是说，人民警察的责任与担
当，
只会因为年纪越来越深刻，
他表示很想找到
3 名协助抓捕的热心群众，他们在抓捕结束后
都离开了现场，没有留下姓名。
“没有他们的帮
助，抓捕肯定没有这么顺利，只有警民携手，才
能抓紧平安不松手！”龙义想借媒体向热心群众
道一声感谢。
记者 舒楚寒

深夜驱车 40 公里
民警送阿婆回家
近日，璧山区公安局八塘派出所接报
警称，有位老婆婆在街上迷路。接警后，
八塘派出所值班民警杨頤带领辅警陈继
超赶到现场，只见一位老婆婆站在路边，
神情慌张略显急躁，
步履蹒跚地徘徊着。
民警尝试与其沟通，但她一直不开
口，好心群众上前告诉民警，老人在路边
呆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无论大家怎么问，
她就是不回答。民警先将老婆婆带回派
出所，再通过移动警务终端比对核实其身
份信息，这才得知婆婆姓李，家住北碚区
焦家沟，并与其丈夫陈大爷取得了联系。
“什么，我老伴跑到璧山去了？”陈大爷在
电话那头焦急万分：
“我马上过来接她！
”
此时已是深夜 11 点，璧山到北碚的
路程有 40 公里，得知陈大爷准备驾驶三
轮摩托车来接李婆婆，民警连忙说：
“大
爷，您别急，三轮车走夜路太危险，您放
心，我们一定送婆婆安全回家！”考虑到陈
大爷年事已高，途中有安全隐患，民警立
即请示璧山区公安局指挥中心，送李婆婆
踏上回家的路。
一小时后，民警将李婆婆送到居住地
所在的黄桷派出所，陈大爷早已在此等
候。
“老伴走丢后我真的吓坏了，太感谢你
们了，还这么远开车送她回来，谢谢你
们！”据陈大爷介绍，李婆婆患有阿尔茨海
默病，已经走失两天了，幸好被好心人发
现并报了警，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警方提醒：对患有精神疾病、记忆力
减退以及行动迟缓容易迷路的老人，家属
一定要多加看护，尽量避免老人独自外
出。平时在老人身上放置写有联系方式
的小卡片，以备不时之需；发现家中老人
走失，家属要及时拨打 110 电话求助，讲
清楚老人走失的大概时间、
大致地点和老
人的姓名、
年龄、
体貌及衣着特征等。
记者 舒楚寒 通讯员 王力可

患病老人外出走失
民警连寻两天两夜
9 月 21 日，沙坪坝区居民王大妈将一
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和一面绣着“山城卫
士砥使命 全心为民植情怀”的锦旗送到
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土湾派出所民警手中，
信中写道：
“ 我们感受到干警们严谨负责
的工作态度，无微不至的关爱之情，衷心
地对你们说一声，
辛苦啦！
”
9 月 7 日下午，王大娘慌张地跑到土
湾派出所接警大厅称，家中有人走失。值
班民警连忙上前询问：
“ 什么情况，慢慢
说。”并给王大妈倒了一杯水。王大妈说，
老伴周大爷当天下午在沙坪坝区欣阳广
场乘坐 462 公交车后走失了，老伴患有阿
尔茨海默病，出门时又没带手机和现金。
值班民警安抚好王大妈的情绪后，先是了
解周大爷的外貌特征，随即安排人手调看
沿路监控视频，同时，立刻请求其他派出
所协查辖区内是否发现走失老人。
“ 你放
心，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值班民警坚定
地说。
民警调看沿线视频监控，发现老人的
身影后立刻驾车前去周边寻找，没有放过
任何一个线索。从沙坪坝到南坪，再到大
坪，老人的位置一直在变，民警分析老人
应该是在凭着记忆找寻回家的路。9 月 9
日 17 时许，民警经过两天两夜的苦苦寻
找，终于在九龙坡区机电交易市场找到周
大爷。
“ 老人家，跟我们回去，我们找你找
得好辛苦。”民警拉着周大爷回到了派出
所。
办公室里，民警给老人拿来食物和
水，简单检查了下老人的身体，并无大碍，
随即联系其家人带着换洗衣服来派出
所。
“ 马上到！马上到！”老人的家人激动
不已。在接处警大厅，老人的家属眼里噙
着泪，不停地感谢民警。
“ 人没事就好，都
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把老人接回去后带
他去做个检查，平时照顾好老人。”民警叮
嘱道。
记者 唐孝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