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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营随笔警营随笔
他们活跃在公安基层一线，打击犯罪、巡逻防控、服务群众…….他们用热血青春铸警魂，用

赤胆忠诚守护宜兴平安。这些面孔有些或许还略带稚气，但他们的脚步却愈发坚定。他们用文
字记录下了工作的感受，让大家能亲身感受公安工作的辛苦付出。

夜晚，和儿子视频结束后睡
意全无。推开窗，感受着春的气
息，从未有过的清新感，是的，春
已如约而至。但“战场”上的坚
守，仍在继续。

春节期间疫情全面暴发，
全国各地的抗疫志愿者们都踊
跃支援湖北，听闻市公安局也
要抽调公安志愿者支援湖北，
我第一时间就着手安排好社区
工作，做通怀胎七月妻子的思
想工作，做足了准备报了名。
可惜，第一批次没有入选，着实
让我失落了一阵子，或许心中
一直有个英雄梦，总渴望着一
些热血的场面。调整好心态，
我把心思都用在了辖区复工复
产保障工作上，我想，哪里需要
我，哪里就是我的战场。

时隔一个月，国内疫情得到
有效控制，而国外疫情大面积暴
发，海外华人华侨蜂拥回国。为
严密防范境外输入风险，防止国
内疫情死灰复燃，市公安局抽调
各警种警力到机场、站口参与一
线转运工作。这一消息传入我
耳，心中的热血再次沸腾，多次
请战后，我终于如愿以偿，接到
了支援无锡硕放机场一线转运
工作的通知。

报到转运组的第一天，带队
组长便多次跟我们强调：“转运
工作是守护宜兴大门的第一道
防线，要树立大局意识，提高政
治站位 ，站好这第一岗尤为重
要，坚决不让一例新冠肺炎患者
流入宜兴，要对全市130万人民
尽职尽责。同时，要树立正确风
险意识，提高自我防护能力，守
护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守护我们
的家园！”是的，在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中，一刻都不能松懈，战
“疫”还未彻底结束，我们的战斗
永不停歇。

穿上全套防护服，学习了操
作手势和流程后就要上战场了，
看着同组组员们黑眼圈严重，一
个个活像“国宝”，调侃他们之际，
也可见工作量之大，而他们却强
打着精神，一句“还行”“还撑得
住”让我振奋起来。既然来了，就
要担当，我这个新兵跟组长主动
提出申请，今天这第一岗，我来！

迎战的第一批次接到六个
回国人员：四个留学生和两个韩
国人，分别送到四个隔离点，结
束工作回到机场已是凌晨2点，
防护眼镜戴得眼发花，身上衣裤
闷出一身汗臭味，耳后防护口罩
勒出两条血痕，这才第一天，就
已经留下“伤痕”。第二天出战，
接送四个留学生，三个隔离地，
宜城街道、湖氵父镇、丁蜀镇一路
下来，又到了凌晨，高速一如既
往地堵，大巴车内规定不能开空

调，隔着防护服都能闻到阵阵酸
爽。组员善意地回敬着我当初
的调侃：“我说了吧，咱这里，黑
眼圈是‘标配’，欢迎加入‘国宝’
系列。”嬉笑之余，望着车窗外疾
驰的风景，回味着那两个留学生
分别时的感谢：“回家了，这心才
定下来，感受祖国的强大，感谢
我们的人民警察。”那一刻，“人
民警察”四个字是多么高尚，那
一刻，我们身上的警服是多么鲜
亮，而作为人民警察的我，是多
么的为之自豪与幸福。

静谧安宁的夜晚，总是牵动
着人的思绪。在疫情防控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我和战友并
肩作战。累了，我们相互鼓励加
油，彼此关心照顾；想家了，我们
一起聊聊家中可爱的小孩、年迈
的父母，我们在为同一场战斗履
职尽责，我们将最美的身影留在
了这片战场上。东方欲晓，莫道
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
这边独好！ （潘 斌）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
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新冠
肺炎疫情，让刚过去的冬天特别
漫长而寒冷。连着晴了几日，暖
阳融化所有的束缚，春的画卷徐
徐铺开，我的思绪也随之荡漾开
来。在援鄂队伍开始撤离的消
息刷遍朋友圈那一刻，我终于有
勇气写下这些文字。

写些文字，是为了不该忘却
的记忆。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震动了每一个人，影响了每一个
人，不见得能清醒每一个人。虽
然没有硝烟，没有炮火，但传染
性极强、性状不甚明确的病毒，
却似射向每一个人的散弹，威慑
力极强，危险性极大。每天被它
击中乃至失去生命的数据，触目
惊心。我常在微博刷最新的数
据和热点信息，时刻因数字揪
心，为逆行者感动，却也会因一
些人和事气愤。我气愤于在危
难时刻还有尸位素餐的，还有自
私自利的，甚至还有抹黑国家
的。随后看到网上迅速火起这
样一段话：“生而在世，有三不能
笑：不笑天灾，不笑人祸，不笑疾
病。立地为人，有三不能黑：育

人之师，救人之医，护国之军。”
原来这个民智已开的时代，多的
是与国家同进退的人民，作为这
热爱故土的平凡人民中的一员，
作为这支逆行队伍中身着藏蓝
警服的一员，我终于大为坦然。

越是千钧一发、存亡绝续的
时刻，越能研读人性的善与恶，
人性的平凡与伟大。我身边的
人，都只是最平凡的人，却也都
是最伟大的人。曾跟社区老同
志一起走访外来人员，瓜棚里住
着没能回家过年的一家几口，男
人的棉袄烂了一半，沾满泥浆的
布料边露着已有些脏污的棉花，
他羞涩地告诉我们：“我们一家
人就一个口罩，买不到，没事，我
们不出门就行。”我们赶紧将自
用的口罩匀给他两只；曾去江苏
华东石材市场大门口疏导长龙
般的车流，那天的阴冷天气很
是春寒料峭，站在开阔的场地
中央，一阵冷风吹来我就忍不
住打一个寒战，可是每一位工
作人员都坚守岗位，每一名进
入的人员也都配合着体温测量
和“锡康码”查验，没有任何抱
怨与不满；曾叮嘱今年要参加

中考的弟弟千万要认真学习，
切莫荒废这漫长的“假期”，他
从作业中抬起头认真地告诉
我，老师们早替他们安排好了
网课和作业，绝不会耽误学习
……我知道，井然有序的背后，
是所有人共同的坚守与付出。

以前读《历史的温度》就深
知，中华民族儿女对家园的热
爱，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团结与坚
忍，是这种热爱让我们走过了最
黑暗的岁月，也是这种热爱伴我
们度过了这个寒冬。在国内疫
情得到控制而世界疫情防控形
势却变得严峻的情况下，我们又
怀着一颗博爱的心，秉持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不断向各方伸出
援手，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
可。这种坚忍的大爱，超越了春
风，拂暖的不仅仅是草长莺飞的
二月天，拂动的也不仅仅只是华
夏大地的灿烂光影。

春天是美好的，人们总不
吝溢美之词，何况刚从病毒肆
虐的严冬走出来，热情会更高
涨。尽情拥抱大好春光之时我
也在想，经历了一个病毒肆虐
的严冬，我们是不是还要留住
一些反思。那些已然在寒冬的
阴霾里暴露的丑态，就不要带
着它们一道乘上驶入春天的列
车了吧！时代的车轮滚滚向
前，很多的道理颠扑不破——
对于社会的丑陋，该清理的必
须彻底清理，不然四季的循环
里，就会异变出更可怕的病毒，
令人身心俱寒。

就像我鼓起勇气写这篇文
字一样，陶醉春天、赞美春天是
初衷，春天里就该有明媚的憧
憬。为了春天更美丽，唯有不懈
努力。 （陆 洋）

周末清晨，漫步于乡间小道，
试图寻找往日阳春三月的朝气，
然而疫情的阴霾带来的只是人烟
稀少，夹带着一丝萧条和冷清。
忽然之间，拐角处的一抹金黄异
常醒目，引人入胜。不由自主地
加快脚步，跃入眼帘的是大片大
片的油菜花，开得热烈而奔放，似
乎完全不为外界所扰，生机蓬勃。

刹那间，这些日子里恐惧、
紧张的负面情绪似乎一下子都
烟消云散了。

留在脑海中的是中华民族
面对灾难始终挺直脊梁，团结一
心，共克难关。在疫情最为严峻
的时刻，我也曾迷失彷徨，看着一
批批人民子弟兵赶赴湖北武汉，
一支支医疗队进驻疫情最前沿，
我常常问自己，我的战场在哪
里？我的价值在何处？申请加
入青年突击队、申请上卡口盘
查、申请到留观点执勤……“人
民警察为人民”的热血始终在体
内沸腾，我一次又一次向单位领
导表达想要奔赴抗疫一线的愿
望，想轰轰烈烈地为抗疫作贡
献。但师兄师姐告诉我，每一栋
高楼大厦都是由一砖一瓦构建而
成，我们的战场就在这三尺接警
台上，虽无法像医护人员一样直

面抗击疫情，也不能和前线民警
一样建筑防疫堡垒，但是，接好每
一个电话，派好每一张警单，安抚
好每一位群众，同样是这场抗击
疫情阻击战重要的参与者，同样
可以感受到充实和被需要。

看着眼前的金黄，想着前辈
们的话语，可谓“人生可如蚁而
美如神”，我不就是这大片金黄
中的一朵吗？每个普通人在能
力范围内做好自己，就是为战胜
疫情出力，也是对社会的最大贡
献。作为110接警员，每天都有
一个个简单的电话感动着我，他
们有的怀疑自己可能感染了病
毒，主动打电话咨询自己需要做

什么，怎样才能保护好身边的亲
人、朋友；有的咨询防疫物资援
助渠道，将紧缺的口罩、消毒用
品等无偿捐献给防控一线的警
察；还有的问询一线防控是否需
要志愿者，他们想为防疫工作尽
一份力。他们是一群最普通的
人，更是一群最可爱的人，他们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和抗疫防
疫的责任担当，给这个严寒的冬
季注入了一丝温暖、一缕阳光。

艾青曾说过：“人间没有永
恒的夜晚，世界没有永恒的冬
天。”病毒纵然可怕，但希望就在
前方，就如同拐角处的那一抹金
黄，分外灿烂。 （庄砚哲）

一抹金黄
最近，接连听闻几起受到网

络赌博诱惑而至走投无路的情
形，着意了解一番，发现身边类
似事例不在少。其情可恨，其果
堪怜。于是循因溯源，求取解决
办法。

不知几时起，手机智能带
给生活极大方便的同时，也带
来可怕的次生灾害。网络诈骗
就是其中之一。网络赌博以多
彩伪装掩盖诈骗本质，以人的
贪欲为笃胜砝码，以虚拟网络
为藏身，非法豪取财富。可怜
玩者自以为是万中无一的幸运
儿，明知不可为而相继飞扑、沦
陷。

满屏的 APP，随时随地可
以下载的游戏，一入局便不能
自拔。网上的赌博，花名、花式
多不胜举，物质富足、精神匮乏
的人们根本无力抵挡诱惑。“试

试看”“小投注”“甜头初尝”“想
翻本”，等等，全然赌徒心态。
天下无贼否？愚蠢的人从来以
为聪明，极端自我之下“老子偏
不信邪！”只见他起高楼，不见
他楼塌了。

再说一遍，这是诈骗！是可
以操控的！严重的损害后果，如
果能够说得尽道得明，绝对骇人
听闻！

玩家不笨，知道这是诈骗。
只是有苦说不出。时间长了，输
得多了：自己的钱、家里的钱、借
的利息钱……网上除了游戏，还
有同样满屏的借贷平台，实在方
便！只不知，换个面孔而已：照
样攫取你的钱财！当中分三六
九等，不复赘述。层层堆积之
下，喘不过气。如实坦白么？被
家人骂死、被他人笑死！输了
钱，再输人？丢不起这脸。继续

拆东墙补西墙罢，脚踏西瓜皮、
滑到哪里算哪里！更有为虎作
伥者，发展下线拉人下水，成为
诈骗者的帮凶。

有人说，网络诈骗的口号
是：你若没有倾家荡产，那是我
们工作没有做好！

网络赌博、网络诈骗之所以
如此猖狂、如此泛滥，是因为相
比受害人，智商高、成本低。坏
人可以从全国乃至全球操作，虚
拟网络藏身，再容易不过。俗话
说，一人藏、百人寻。上传一个
链接，即可获益。打击么？清除
赌博数据轻而易举，证据收集千
难万难。再加一句：傻子太多，
骗子根本骗不过来。

又有人说，现在网络管控能
力这么强，政府、公安怎不查封
这些游戏？答曰：防电信诈骗天
天宣传，天天还有人上当，是否
一律禁用电话？为了隔绝蚊虫，
是否紧闭窗户？天下道理再多，
也救不回一心作死的人。

何去何从，在自己选择。管
住贪小利的心，管住好赌的手，
及好好看看身边的家人，是否有
这情形。不正常的用钱、借钱，
混乱的财务状况等。挽救之法，
是收手，及早收手！千万别为了
脸面苦撑，一错再错。很多受骗
上当的人，顾虑重重。要知道，
诈骗犯们正是吃准受害人这一
心理，持续得逞的！

对受害人，怒其不争。对网
络诈骗，得全民动员。（（黄韶东黄韶东））

战“疫”随想 写在春天里

说说网络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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