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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将近一年，在宜兴市
公安局工作锻炼的这段时间
里，我学到了很多业务技能，
也吃到了许多以前没吃过的
苦，即将完成从一个刚刚毕
业的青年到一名人民警察的
转变。

还记得来到单位的第一
天，什么都不懂，脑袋一片空
白，习惯了用普通话交流的
我，甚至连开会时有些宜兴
话都听不懂，在踏入这个环
境陌生、业务陌生、人陌生的
单位里，我感受到了平时很
少感受到的不知所措。可在

领导同事的关怀和帮助下，
我逐渐明白了自己该干什
么，也有了责任和担当，遇事
不是先想怎么躲过去，而是
思考怎么解决它。让我最庆
幸的是我的职业，现在的我
可以更好地去帮助有困难的
人，以前的我可能还会顾虑
很多，但是当我穿上了这身
警服，我会不再多虑，做了再
说，因为我是警察。接下来
的时间里我会更加认真地投
入到我的公安事业中去，努
力成为人民群众眼中的好警
察。

新警出更新警出更 扬帆起航扬帆起航

时光飞逝，转眼已经毕业
近一年，生活的精彩与工作的
挑战充实着我的生活。虽亦
有勉力支撑的疲惫深夜，却大
多是未知旅途上的紧张刺激
与畅意欢快。

一年的时光里，我从没有
停止过自我挑战，试图挖掘自
己更多的可能性。讷言的我挑
战了辩论的唇枪舌剑，生活大
意的我尝试顾全内勤工作的方
方面面，时刻提醒自己要做一
个有心人，挖掘日常勤务工作
中的闪光点，在鼠标和键盘的

节奏里演绎警营的风采。所有
的一切，只为将自己彻底融入
公安工作的脉搏之中。

一年很长，长到一双初入
社会的眼睛看见人心的狡猾
与贪婪、底层的不易与艰辛、
生活的无奈与妥协；一年很
短，短到我还没来得及细细品
悟一个个案件破获的兴奋自
豪、群租房整改的焕然一新、
交通宣传的热情洋溢，就在奔
涌的时光浪潮中创造着新的
回忆与收获。只愿时光洗礼，
藏蓝依旧。

毕业将满一年，自去年9
月加入巡特警，到今年6月借
调政治处，可以说巡特警大队
是我从警生涯的摇篮。

在巡特警的日子里，我在
市社会稳定信息研判中心担
任内勤工作，我见证并体会
了中心民警的工作状态：不
像一线民警寻踪觅迹、架网
守候、千里缉凶；不像社区民
警走街串巷、嘘寒问暖、笑脸
相迎；不像窗口民警那样迎
来送往、解惑答疑、赢得赞
赏。这里没刀光，也没有剑
影;不见鲜花，也听不见掌
声。这里有的是加班加点、
深夜灯火不熄的窗口，领导

们围坐桌前共商各类突发事
件的处置方案，及时上传下
达，实时跟进最新动态的身
影；师兄们坐在电脑前撰写
调研材料、运用技术手段研
判人员车辆轨迹的背影。这
样的画面将会是我从警路上
的启明灯，时时刻刻提醒我
公安工作的初心所在。

现在我在政治处接手了
新的工作任务，也逐步适应了
全新的工作环境。借助在巡
特警的所学所感所悟，并一以
贯之，融会贯通，我坚信我可
以在新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并
把自己的青春在建设平安宜
兴的征程中历练升华！

2019年6月21日清晨，伴
随着升旗仪式的开始，我们的
校园时光便在鲜花与掌声中
结束了。近一年时间，说快却
感觉经历了太多太多，说慢却
又仿佛昨天自己还伫立在毕
业升旗的广场上。这一年见
证了我们从警校大学生向正
式公安民警的转变，这一年充
满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一年
也夹杂着太多辛酸苦楚，但我
们入警初心从未改变。

加入宜兴公安队伍的这一
年里，我们这届新警经历了许
多，也学到了许多。我们曾踏足
湖氵父山巅扑灭山火，亦曾奔赴战

“疫”一线严守宜兴关口；我们曾

在市局歌唱大赛中为祖国放歌，
亦曾在自己的舞台上展示真我
秀出风采。作为一名突击队员，
来到突击队的时光，总让我印象
深刻。训练的辛酸没有最苦，只
有更苦，师兄带领下的坚挺意志，
是在龙背山冲坡的一步又一步，
是在善卷靶场击发的一枪又一
枪。意志的坚持，是我最大的收
获，每当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师兄
和伙伴们总在身边一起鼓劲加
油，哪怕多做一个俯卧撑，据枪多
坚持几秒都是对自己莫大的鼓
励。警徽熠熠闪光，新警初踏征
程，我们时刻准备着，我们一直努
力着，我们坚决守卫宜兴，为平
安宜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转眼间毕业快一年，从警校
到警队，我们褪去了一份稚嫩，
多了一份担当，明白了公安为民
的理念，懂得了“四个铁一般”精
神。在宜兴市公安局巡特警大
队实习的一年里，曾有幸参与了
几次大型活动的安保任务，明白
了大型活动安保的重要意义；参
与了山火扑灭等其他抢险活动，
明白了公安特警工作的不易性；
参与了群体性事件处置活动，明

白了特警工作的复杂性；参与了
疫情防控工作，明白了特警工作
的责任与使命感。另外，作为一
名突击队员，一次次的体能训
练，一次次的据枪训练，强健了
我的体魄，磨炼了我的意志。

在日后的工作中，我将时刻
以习近平总书记“四句话十六个
字”和“四个铁一般”为引导，不
忘从警初心，牢记警察使命，用
青春热血，奋斗“警”彩人生。

转眼工作将近一年了，
我深深地体会到做好一名警
察该做的工作，要以人为本，
用真心对待群众，只有持之
以恒地做好服务群众工作，
我们才能拥有坚实牢靠的群

众基础，公安工作的路才能
越走越宽。

2019年国庆前夕，正值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
被派遣到高速卡口参与车辆
盘查执勤任务，主要是对大
客车进行盘查。 有一天我
正在执勤，在对大巴的检查，
尤其是在提醒乘客系好安全
带的过程中，经常会有乘客
不理解甚至不配合，有些乘
客需要耐心解释许久才愿意
系上安全带。我正思考该如
何更好地督促乘客系好安全
带，一辆旅游大巴停进了检
查站。查看了车上的灭火器
后，我上车走上过道，这一车
乘客年龄偏大，大概是外出
游玩的大爷大妈们。因为身
穿警用装备，原本空间就不
宽裕的过道变得有些拥挤，
我只好侧身往里走并提醒
道：“叔叔阿姨们，把安全带
都系好哦！安全带是生命
带，一定要注意好自身安
全！”检查到了车尾，乘客们
都系好了安全带，我正想返
回下车，坐在后排的一个阿

姨突然喊住我说：“我们都系
好了。谢谢你小伙子，你辛
苦了！”这时车上的其他乘客
也纷纷附和：“对，这都是为
我们考虑。”“小伙子放心，我
们都系得好好的，谢谢你！”
这突如其来的场景让我一时
愣神，心里似乎有什么被触
动到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
的，你们的安全就是我们的
责任，祝你们一路顺风。”

下车后，我望着远去的
大巴感触良多。就像那句常
说的话一样，“你看不见黑
暗，是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
行。”很多时候，公安工作看
起来并不那么重要，甚至一
些例行检查在平安无事的日
常里会有人不理解。但其实
正是这些看似琐碎、平淡无
奇的工作，在最关键的时候
会成为保护人民群众的一根
根安全带。这些工作中，我
们会面对群众的不理解甚至
烦躁情绪。但有时，一句简
简单单的感谢，就足以证明
我们的工作和付出都是有意
义的。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导
师的谆谆教诲、同学的声声惜
别依旧回响在耳边，临别时沾
着泪水的张张笑颜时常闪过
眼前。转瞬，我已毕业近一
年了。

初踏上工作岗位，就结识
了一批富有朝气的同龄少年，
大家携手共进，素博会、国际
马拉松、国际自行车赛……在
一次次重大安保中我们诠释
着年轻人的担当。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
疫情让这个春节异常冷清，
但尚且青涩的我们并没有丝
毫畏惧，怀着一腔热血坚守
在岗位上，高铁站、转运点、

留观点……一次次奋战到深
夜，支撑着我们的不仅是年
轻人的坚毅，还有作为一名
人民警察对于这座城市的坚
守与归属。

警营生活同样也充满着
汗水与笑语，五四青年节来临
前夕，作为青年一代的我们，
充分利用空余时间，组成各个
节目小组，精心编排设计，积
极参与“出彩青春，奋斗有我”
主题团日活动，用汗水书写成
长篇章，展现新警青春色彩。

时不待我争朝夕，砥砺前
行再出发！今后的工作中，我
会依旧秉着初心，立足自身，
发光发热！

流水年华、白驹过隙。转
眼间从警即将满一年，踏入公
安岗位以来的点点滴滴都历历
在目。这一年来我曾前往高速
公路检查站设卡执勤，曾在警
务站开展常态化巡逻防控，也
曾参与山林火灾救援、大型活
动安保等重大活动。回想这一

年，我体会最深的便是身份的
转变切换。

初入从警岗位是作为一名
巡特警大队内勤，这和我所学
刑事科学技术专业有天壤之
别，起初不免有些不适应，总觉
得这是古板乏味的工作，但慢
慢才知道，这里虽然没有烈日
炎炎、数九寒天，却事无巨细保
障着单位日常运转。除了每天
签收通知、呈件领导、报送信
息、上报表格、公车管理、装备
领取等日常工作外，最令人头
疼的便是整理编写材料，每天
似乎都会有做不完的事情。找
到合适自己的工作定位需要时
间和磨砺，从基础的报送信息
到开始写各式各样的文章，很
幸运有前辈一字一句的帮助和
把关。

最近我又到市局办公室参
加轮岗学习，作为市局承上启
下、沟通协调的部门，办公室工
作是忙碌、繁琐、严谨的。在这
里接触到师兄师姐们加班加
点、精益求精，力争每篇新闻及
时准确、每篇稿件字字珠玑、每
篇总结详实清楚，我学会信息
采编、内网维护、公文收发、会
务保障等基础工作，也学会发
挥团队作用，与师兄们共同完
成重要材料的编写整理；学会
带着思考看待问题、提出目标，
也学会通过分析研究提升自身
能力水平。

我的工作虽然只在一台
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相
机、一个记事本和一支笔之
间穿梭，或许这也正是我的

“不普通”。

蒋 峰：
“疫”路一起致敬最美逆行
芒种已过，夏至未满，蓝

与白的交织，汇成了一幅鲜明
的抗疫图卷。藏蓝的青春，揉
进了隔离点的苦涩，与宁杭高
铁宜兴站的防疫十指相扣，每
一次的奋不顾身也都记录在
了指针舞动的瞬间。近一年
时间，让我完成了角色转换，
由一名在校学警成为一名真
正的人民警察。最初的警察
梦编织成了鲜活的画卷呈现
在眼前，触手可及。

愿以寸心寄华夏，且将岁
月赠山河，这是无数基层工作
者初始的信仰。明知道危险

在前方，仍然义无反顾，是信
仰的力量让我们秉持热血！

“我是党员我先上！”“我不是
独生子女，我去做吧！”每一声
风轻云淡、不畏生死的背后都
是咬紧牙关的灵魂。哪有什
么从天而降的英雄，皆是挺身
而出的凡人。抗疫路上，有人
努力成为灯塔，即使身处险
境，也要照亮他人，这一刻又
何尝不是逆行者的高光瞬间？

一路上，缺物资、无休假、
无换班，对温室的花朵来说这
无疑是一场挑战，但每一次挑
战都是我们宝贵的经历，正所

谓“松柏之志，经霜犹茂”。感
谢不曾退缩的自己，感谢一起
战斗在一线的战友们，黎明已
是日光生！

平安宜兴，我们一直在！

高 烨：
挑战自我挖掘更多可能

王一帆：
初心不改在新岗位历练升华

王昱昊：
磨砺意志入警初心从未改变

刘梦珏：
青春热血奋斗“警”彩人生

吴宇瑶：
毫不畏惧一腔热血坚守岗位

周盛恺：
适应转变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水平

严 威：
警服在身多了一份责任和担当

朱震杰：
真心待人全心全意做好群众工作

整理整理、、摄影摄影：：记者记者潘伟杰潘伟杰郑莹媛郑莹媛
通讯员通讯员张张嘎嘎徐徐瑨瑨

去年6月，他们告别校园，满怀热情和憧憬加入宜兴公安，经过近一年时间的磨砺锻炼，他们少了天真、多了成熟；少了冲动、多
了稳重；少了畏惧、多了坦然；少了慌乱、多了沉着……

入警后的他们，青春年华在稚嫩的脸颊上轻轻滑过，不留一丝的痕迹；警营里承载着他们无悔的青春，给他们无尽的勇气和力
量。让我们听听新警出更的那些事儿吧，其中有欢笑、有感动、有经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