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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初的一个中午，在马警官的办公室，一个小伙正端着饭坐在沙发
上，一边吃一边和马警官说着话。
“慢慢吃，喝口水，别噎着了……”此刻
的马警官更像一位母亲，一脸温和地和小伙子聊着天。
“马警官，真的谢
谢你，我不懂法，为了几千块钱的提成把银行卡借给他人，我从贵州服刑
回来，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你，我保证以后绝不做违法的事。”言谈中，小伙
满是感激。
小伙口中的马警官，
是涪陵区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马文英，
57 岁的她
已在公安战线上干了 30 个年头，
多次获得个人三等功、
个人嘉奖、
先进工
作者等荣誉。从办公室到指挥中心和派出所，从图侦支队到政治处和纪
检组，
岗位在变，
但她对公安事业的热爱和工作起来的韧劲从未变过。

青春热血铸就无悔从警梦

1986 年，马文英从师范专业毕业后当上语文老师。在三尺讲台上耕
耘的她，
却从来没放弃自己的“警察梦”。
1992 年，
马文英辞去教师工作，
通过考试成了涪陵区白涛矿区公安分
局的一名警察。2004 年企业公安改制，
马文英调至涪陵区公安局工作。
2013 年，涪陵区公安局图侦支队成立。图侦，就是通过从海量的视
频图像信息中，筛选、分析、研判，确定犯罪嫌疑人，打击违法犯罪和为相
关警种提供技术支持。作为当时重庆市的首个图侦支队，马文英迎难而
上，
直面挑战。
怎么做？怎么做精做细？马文英带头恶补图像视频侦查知识，带领
大家一起走街串巷布建镜头点位，开展视频建设、管理和应用，涪陵公安
图侦工作在反复学习和摸索中走上快速发展之路。
2013 年 3 月，有群众报警称涪陵城区某菜市场发生了诈骗案，马文
英立即带领民警到现场开展走访调查。受害人王先生说，当时自己买完
菜走出菜市场就遇到一个中年女子搭讪，说王先生的子女最近有血光之
灾，
随后带他去找大师消灾，
结果就被骗了 4 万余元。
掌握了基本情况后，马文英立即带领民警调取了案发地周边的监控
视频，确定嫌疑人是一名身着短大衣、牛仔裤，背挎包的中年女子。马文
英立即判断这是典型的消灾诈骗，
嫌疑人作案后会立即换地方再行骗。
就在侦查工作正在进行时，3 月 13 日，又有群众报警称被诈骗了 2 万
余元。
“同样的说辞、同样的手段，会不会是同一伙人？”马文英立即安排
民警调取了第二个案件发生地的周边监控视频。
果然，视频上的作案人和之前锁定的女子是同一人。将两个线索合
并后，马文英和图侦民警逐一查看视频，不到半个月时间，就锁定了该女
子的身份信息，最终在涪陵一宾馆内将该女子及其团伙另外 6 人抓获，
为受骗人挽回损失 4 万余元。
在图侦支队工作的 6 年多时间里，马文英带领民警走访案发现场、
调取视频录像、开展夜间巡逻，并将警情推送、情报信息、图像侦查工作
有机结合，
探索启用了“探头站岗、鼠标巡逻”工作模式，
成绩斐然。
回忆起在图侦支队的日子，马文英脸上满满都是成就感：
“学习、探
索、实践，
再学习、探索……我的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
”

退居二线

人不退心不退责任更不退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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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马文英从纪检组退居二线，主要负责工会的相关工
作、网上工会系统的管理和维护、起草汇报材料等，可她并没有闲着，又
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网上追逃工作。
“现在不懂法和知法犯法的年轻人太多了，他们都抱着侥幸心理，为
了一点蝇头小利，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给上游犯罪分子，自己也因此
触犯法律。”马文英一边说一边翻开了自己网上追逃的档案：2021 年追逃
80 人；
2022 年 1 月至 8 月，
追逃 101 人。
“在网上看到资料之后，
我会先行研判和分析，
根据不同情况，
确定是
劝投还是抓捕。对符合劝投条件的，
我先电话联系在逃人员，
向他们宣讲
法律知识，
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的真诚，以此化解他们的抵触情绪，让他们
主动投案，
做到
‘不战而屈人之兵’，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2022 年 6 月底，
马文英在工作中不慎摔伤了腿。在住院期间，
她在病
床上以手写完成了该局机关工会职工之家示范单位创建验收汇报材料。
等稍好一点，
她就拖着
“石膏腿”
挪到了办公室，
把材料敲在了电脑上。同
事见状关心地问道：
“马姐，叫其他同事做吧，你腿都没好利索，快回家休
息。”马文英则笑着说：
“大家都忙，我怎么好意思再给大家添麻烦呢？”
夏季是武陵山旅游避暑旺季，派出所忙不过来，马文英就向局领导主动“请战”，带着特警
队员在每个周末上山支援。场镇治安巡逻、车辆交通疏导、街面纠纷调解，与同事们一起鏖战
酷暑，
马文英把
“支援”当成了自己坚守的岗位，
干得有声有色。
刚刚过去的 8 月，几十年不遇的高温干旱，引发山火。8 月 18 日晚，涪陵区公安局领导通
知马文英到指挥中心协助调度警情，正在吃晚饭的马文英接到电话后，火速赶往指挥中心，和
同事们挑灯夜战，
直到黎明。
马文英从警的 30 个春夏秋冬，没有惊心动魄，没有轰轰烈烈，有的只是在平凡的每个日出
日落里，用热爱坚守着岗位，用执着踏实地耕耘，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行走在从警路上。
通讯员 杨 静 记者 饶 果

姜伟帮村民剥玉米

9 月 21 日，姜伟提着锄头拎着背篓，和武隆区火炉镇云峰村的村民一
起进山挖起了试验田的天麻。几锄头下去，有村民挖出了一个手掌大小
的天麻，姜伟立马掏出手机发了个朋友圈：武隆云峰野生天麻上市，绿色
食品、放心食用……
“高山糯玉米即将成熟，快递预约中”
“火炉云峰脆桃，味道好得不摆
了”……姜伟的微信朋友圈从 2021 年 5 月起就变了样，
由记录个人生活变
成了“微商卖货”：土鸡、土豆、玉米、脆桃、天麻……殊不知，他那散发着
阵阵乡土气息的朋友圈背后，其实是他从重庆市公安局一个机关业务支
队副支队长成为驻村第一书记后，带领村民们增收致富的见证，亦是他
在基层践行一名共产党员初心和使命的缩影。

精准帮扶 “点对点”为村民解决问题
“接受重庆市委政法委帮扶集团的委派时，心里是非常忐忑的，一点
底都没有。”姜伟来到云峰村后，开始一家一户走访、一田一林调研，了解
全村生产生活实际情况。两三个月下来，全村人口和经济状况、村社及
村民急切希望解决的问题等，让他心里有了底，还形成了《关于对云峰村
进行摸底调研情况的报告》等多个调研报告。
云峰村原有的 105 户建档贫困户已全部脱贫，但还需要巩固提升。
姜伟针对不同脱贫户、监测户采取了精准帮扶。比如，谁家的土货缺销
路了，姜伟就在朋友圈“展销”，并且趁着周末送货到家。由于货好味纯
服务到位，
亲戚朋友都愿意找他买。
“姜书记，你来了！小瑞（化名），快倒杯水凉着，把作业本拿出来。”9
月 9 日，村民冉庆（化名）一见到姜伟，就招呼孩子把作业给他检查。冉庆
家有五口人，由于家人生病等原因，生活基本靠他打零工和政府低保维
持。2021 年 9 月，姜伟了解冉庆家的情况后，便把小瑞作为他和朋友们的
资助对象，每月资助 400 元。如今，看着冉庆家的生活越来越好，小瑞学
习成绩不断进步，
姜伟和朋友们决定把资助涨到每月 500 元，
以示鼓励。
去年 8 月，对村民的情况进行评估后，姜伟开始在朋友圈里征集社会
爱心人士帮扶村里品学兼优的中小学生，很快就得到了大家的响应。截
至目前，
姜伟按照计划已资助了村里 5 名学生和外村 2 名学生。

修建水池

解决村民多年用水难题

“大爷，水来了哦！”9 月 8 日下午，姜伟跟着运水车到村民周志武家送
水。看着清澈的水不断输送到自家水桶，周志武乐呵呵地感慨：
“党的政
策好啊！”
云峰村位于武隆区火炉镇东南部，海拔从 300 米至 1500 米。由于喀
斯特地貌，缺水一直是村里的难题。
“村干部、村民都跟我们说缺水，这是
一直存在的问题，解决起来非常困难，”姜伟知道，要解决这个难题不是
一朝一夕的事情，
“但组织派我们驻村，
就是来解决难题的。
”
姜伟和驻村队员们走遍了村里的每个社、每个水源点、每个水池，把
全村人畜饮水摸得一清二楚，认真分析云峰村缺水的原因，形成了关于
提升云峰村饮水供给保障的调研报告和解决方案。经工作队上报，成功
为村里争取到资金，并为村里在水源点附近修了 3 个水池、整治了 1 个村
外水源点水池，
着手实施全村主要蓄水池联通工作，
解决村里饮水问题。
今年夏天的持续高温导致云峰村 200 多户村民缺水，面对群众用水
需求，姜伟、驻村队员和村两委每天跟着运水车，为缺水村民逐一送水上
门，
保障正常饮用水供应。
“这次的干旱也使我们下定决心，必须在全村建立饮用水管护制度，
比如我们村有一个农村合作社，因为管护制度建得好，到现在都没有出
现缺水问题。”姜伟说，下一步，全村将落实一户一表，每个农业社建立相
应管护制度，
确保水能来、存得住、不浪费。

种植天麻

带领村民不断探索致富路

云峰村有村民 680 余户，
常住 480 余户，
外出务工是重要的经济收入来
源。如何把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充分利用起来带动村民一起致富？
“要让村
民富裕和乡村振兴，
关键在产业，
基础在产业。
”
姜伟说道。
去年 8 月，姜伟在和其他第一书记交流中，偶然发现石柱的天麻种植
适合云峰村的地形地貌。于是，他便和驻村队员们一起前往石柱考察，
引进试种 30 亩。
“天麻是本大利大的中药材，村民只需要出地和劳动力，其他都有公司经营和指导。从目
前挖出的天麻长势看，大概率是成功的，云峰村是具备良好的天麻种植条件的，很适合形成‘公
司+集体+农户’
产业发展模式。
”姜伟说。
“我种植天麻的劳务收入就有 2 万多元，我很期待村里的天麻种植能种成规模，形成产业，
带动我们致富。
”村民侯春发高兴地说。
“作为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带着村民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推动云峰村实现乡村振兴。”姜
伟还给记者
“剧透”
了下一步发展规划：
充分利用村里的林地和土地优势，
积极引进公司规模化发
展以林下中草药种植和高山蔬菜为主
的产业结构；大力推动云峰村基础设
施建设和环境治理工作，使云峰村村
容村貌大变样……
记者 杨 雪

乡村振兴

2013 年在图侦支队工作时
年在图侦支队工作时，
，马文英与群众交流（资料图
资料图）
）

当上第一书记后，
他的朋友圈﹃变味﹄了

投笔从戎

重庆市公安局民警姜伟让武隆区火炉镇云峰村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涪陵区公安局二级高级警长马文英以赤子之心行走在从警路上

闲不住的﹃马大姐﹄： 个
8 月追逃

民生警务·重庆警察故事

我是第一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