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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舸竟争渡，横桨波澜亦如故。从警心头愁几许，莫将
韶华与轻负。

在宜兴公安队伍里，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脱下戎装换上警
服，离开军营来到警营，继续在另一个平凡的岗位上开始又一段
无悔的追求。军人与警察，血脉相通，保卫国家、守护人民，信念
如一；军人与警察，力量赓续，英勇无畏、忠诚奉献，坚守不变。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们向共和国军人致敬的同时，也向警
营中可爱的他们致敬……

军人到警察军人到警察
使命不同忠诚不变使命不同忠诚不变

江伟伟，36岁，2009年6月
入伍，2019年 12月转业，现于
环科园派出所实习。

由军营到警营，从保家卫国
到服务社会，我将牢记初心使
命，认真刻苦工作，续写奉献与
担当。

周建云，55岁，1984年 10
月入伍，1999年 10月转业，现
任监管大队一级警长。

从军营到警营，从橄榄绿到
天空蓝，变的是战斗阵营，是战
服颜色，不变的是军人情怀，警
察本色，只要战场需要，我便战
斗到底。

杜伟良，50岁，现为宜兴市
公安局城东派出所唐公社区民
警，1990年12月份入伍，1994
年12月转业参加公安工作，在
部队多次立三等功。

退伍不褪色，转业不转志，
永葆军人好本色。不论遇到什
么困难，不要忘记初心、不要忘
记赶路，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奋
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顾永良，49岁，1989 年入
伍，2001年从部队转业，现任宜
兴市公安局西渚派出所二级警
长。

军营锤炼了我顽强拼搏的
意志，警营赋予了我守护平安的
职责。变化的是戎装，不变的是
初心，两身制服，一样情怀，我将
一如既往，履职尽责，保护好人
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张贤良，男，1962年出生，
于1995年9月转业至宜兴市公
安局工作，现任高塍派出所社区
民警。

不管是穿军装，还是穿警
服，我觉得使命依旧在，不求
业绩轰轰烈烈，但愿人民平平
安安！

何杰，男，39岁，1999年12
月参军入伍，2018 年 12 月从
8690 部队转业至宜兴市公安
局，去年8月调任开发区派出所
刑侦民警。

曾经我以自己是一名光荣
的人民子弟兵而感到骄傲，现
在我为自己是一名光荣的人民
警察而自豪，脱下浸透汗水的
国防绿，穿上象征和谐与平安
的警察蓝，我依然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我会用忠诚与汗水
展现军人本色，用实际行动诠
释入警誓言。

王群，1981年 10月出生，
中共党员，1999年 12月入伍，
2017年11月转业到公安队伍，
现为善卷派出所民警。

我要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
党和人民的事业，做一颗坚守初
心、无私奉献的“螺丝钉”。

蒋筱荣，男，56岁，中共党
员，1981年底入伍，1997年9月
转业参加公安工作，现为宜兴市
公安局刑警大队审核中队民警。

星霜屡移，暮去朝来，穿上
橄榄绿，我愿为国之长城；换上
藏青蓝，我就是人民卫士。我这
一生，对制服、对警察可谓“一往
情深”，已过知天命之年，屈指数
来，离退休没有几年。但老骥伏
枥，志在千里，我一定会坚守到
最后一刻，奋战一线，用忠诚和
奉献续写军警誓言！

胡书宾，男，55岁，中共党
员，1983年11月入伍，2005年
11月转业参加公安工作，现为
大浦派出所社区民警。

一抹戎装绿早已褪去，军人
的初心和本色却从未改变。从
橄榄绿到藏青蓝，改变的是色
彩，不变的是情怀。我将再接再
厉，在服务辖区、服务群众的工
作中继续发光发热。

陈荔，男，48岁，中共党员，
1991年 12月入伍，1994年 12
月退伍，1995年2月参加公安工
作，现为大浦派出所刑侦民警。

忆往昔，感慨万分。脱下军

装，穿上警服，从一个战场到另
外一个战场，始终不变的是初
心、是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感。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章仁林，男，1981年3月出
生，2000年入伍，2018年参加
公安工作，现任丁山派出所刑侦
民警。

军装换上了警服，橄榄绿变
成了藏青蓝，老兵成了新警，岗
位变了，衣服换了，岁月流逝，但
为民服务的初心未变，也始终不
会变。从警路上，我将把“出好
每一次警，处理好每一个纠纷，
办好每一个案件，解决好人民群
众的每一个困难”作为自己的工
作目标，用奋斗书写承诺，用汗
水浇灌誓言，用坚守和情怀履行
人民公安的光荣使命！

宗永军，男，50岁，中共党
员，1990年11月入伍，1994年
12月退伍，1995年2月参加公
安工作，现为大浦派出所社区民
警。

穿上这身警服，就意味着我
们要比别人多一份社会责任和
使命。20多年的从警生涯有苦
有乐，风雨兼程，尽管身处平凡
岗位，但我不忘初心，只希望自
己能够真正坚持做到“立警为
公，执法为民”。

沈啸东，49岁，1991 年入
伍，1995年退伍，现任官林派出
所社区民警。

忆军旅心潮澎湃，看警营豪
情满怀，从军营到警营，我将继
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忠于党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吉杏根，男，57岁，共产党
员，1962年10月出生，1980年
10月参军入伍，1998年9月从
部队转业后参加公安工作，现任
和桥派出所兴业社区民警。

从年少到半百，从橄榄绿到
藏青蓝，改变的是颜色，不变的
是忠诚与担当，在公安的岗位
上，我必以一颗无悔初心和不变
的情怀，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入警誓言。

顾立新，男，49岁，中共党
员，1970年12月1日出生，大学
文化，1990年10月入伍，2001
年10月转业参加公安工作，现
任治安大队副大队长。

从军营到警营，从军人到警
察，时光荏苒，岁月流转，变了色
彩，老了容颜，但忠诚与责任永
远不变，军人的本色永不褪去。

练素钦，1979年1月出生，
41岁，中共党员，1999年12月
入伍，2013年从部队转业，现
为巡特警大队一中队民警。

我卸下戎装，披上藏青蓝警
服，一心为民铸就金色盾牌，依
旧只为守护千万家庭的安居乐
业；我抚摸帽檐，扛起肩上责任，
角色转变彰显男儿本色，始终留
存保家卫国爱民的无限忠诚。

郑国庆，男，55岁，1983年
10月参军入伍，2000年9月转
业参加公安工作，现为城南派出
所社区民警。

从部队到警队，手中紧握的
依然是那份守护平安的沉甸甸
的责任，在警营续写军人风采，
是满腔热忱的延续，更是不忘初
心的笃定，坚定信念，坚守责任，
也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谢久云，男，40岁，中共党
员，2000年12月入伍，2018年
转业，现任宜兴市公安局新街派
出所副中队长。

当兵有苦有累、有血有泪，
但收获的是一生的财富，留下的
是美好的回忆。当兵一时，永生
不忘，永远姓军，是任何时候都
抹灭不了的印证。我骄傲，我曾
是一名军人；我自豪，我现在是
一名人民警察。我将转业不转
志，换岗不变质，永葆军人本色，
牢记初心使命，在新的岗位上再
创佳绩，再立新功。

部队的教育培养，使周建平
学会了珍惜，收获了坚强，懂得了
担当，有了人生的追求，更使他的
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力量，并不断
地勉励自己要常怀感恩之心，牢
记党员身份，严守道德法规，不断
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从军营到警营，改变的是制
服的颜色，不变的是雷厉风行、令
行禁止的军人作风和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55岁的
他，还如同“老黄牛”一般，仍然勤
勤恳恳地扑在工作上，凭借几十
年如一日地对公安事业的执着追
求，践行着自己的从警誓言。2017
年，他临危受命介入侦查一起玉石
诈骗案，该案初期犯罪嫌疑人殷
某、王某事先预谋串供，随后相约
投案自首，并把该案的前因后果伪
装成一个玉石委托买卖的经济纠
纷，并相互推诿翡翠的真实去向，
使案件侦办长时间陷入困境。面
对受害人巨额的经济损失和犯罪
嫌疑人的嚣张气焰，周建平围绕受

害人林某所提供的合同、银行汇款
记录、通讯设备、交通工具等线索，
历时三个月，通过对嫌疑人资金流
向和行动轨迹的追踪，远赴广东佛
山、苏州、常州、连云港、厦门、山东
临沂、上海、北京、澳门等地，最终
查清被骗翡翠被犯罪嫌疑人至澳
门赌场抵押换取筹码进行赌博的
犯罪事实。同时，通过对被骗翡翠
的循线追踪，成功在苏州追缴回
玉镯一对，经鉴定价值人民币450
万元。

军人到警察军人到警察
使命不同忠诚不变使命不同忠诚不变

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有个“缉
毒专业户”邹真业，今年59岁，
1979年 12月入伍，1999年 7月
转业，现任禁毒大队二级高级警
长。他业务精通，办案有韧劲，细
碎烦琐的违法活动线头，硬能拖
出背后的大案要案来。

近年来，老邹始终奋战在缉
毒一线，缴毒品、追上线、逮同伙、
挖去向……和涉毒人员一样，晨
昏不分。随着时代变迁、科技进
步，吸贩毒人员越发狡猾，不仅涉
毒活动更趋隐蔽，就连日常行踪

也十分诡秘。老邹毫不气馁，向
年轻同志学习，玩起了电脑和网
络，没多久便成了高手。他依托
现有的公安警务信息资源，探索
出积分累计高危预警、分等级管
控等技战法，牢牢掌握了主动权，
通过海量排查、动态跟踪，硬是连
家人也不知情的涉毒人员，也一
一被他收罗。“真是神了！”很多吸
毒人员这样说着，主动来向他自
首。2018年3月上旬，他驾车从
苏皖交界处一路追踪，至高速公
路宜兴西出口，和同事们一举抓
获携带1公斤冰毒的毒贩，侦破

“2017—565”公安部毒品目标案
件，受到局领导高度赞扬。老邹
手虽硬，心却软，他看不得那些因
吸毒导致病困的吸毒人员家庭，
除了长年结对的3名戒毒帮教对
象，老邹“私下”还去探望一些失
足吸毒者和他们的孩子，嘘寒问
暖，送上必要的生活用品。如果
有机会来禁毒大队，或许会遇见
前来看望“邹爸爸”的年轻人。这
背后，满满的是一名老警情怀。

邹真业：禁毒大队的“缉毒专业户”

58岁的张延峰，1981年9月
参军入伍，2001年9月部队转业
后参加公安工作，现为十里牌派
出所刑侦民警。

张延峰是所里刑侦资历最
老的民警，是一年中出差次数和
天数最多的民警，或许也是奋斗
在基层刑侦一线上年龄最大的
民警。所里常有小年轻羡慕他可
以全国各地到处跑，也总有对此
不甚了解的小伙子跟在他后头苦
苦央求他下次出差务必带上自
己。可真的跟着他出差过的人知
道，那绝非一趟“美差”，别说欣赏
目的地的风景了，连坐下休息的
时间都甚少，但这样的苦差事张
延峰却总是自告奋勇，而且一干
就是很多年。张延峰的差旅来时
风尘仆仆，去时行色匆匆。2019
年国庆节，当大家都守在电视机
前看着步伐整齐的仪仗队从天
安门前走过时，他却辗转多地，
在山东济南的一处偏僻村庄中
伏击守候着一名三逃人员，将追
逃的成果作为最好的礼物献给

新中国七十华诞。今年5月，他
去往西藏抓捕一名涉黑涉恶的
逃犯，顽强地克服了高海拔带来
的高原反应，顺利完成任务。由
于返程途中需押解逃犯，张延峰
与同行的年轻民警只能选择坐
火车返回，47个小时的硬座，复
杂的周边环境，张延峰始终保持
着高度的警惕和专注，尽管疲惫
困顿，但张延峰惩奸除恶的快意
全然将身体上的疲惫冲淡。千
里追逃，南北奔波，身为刑侦“尖
刀”的张延峰始终在路上。

张延峰：永不生锈的刑侦“尖刀”

王洪海，46岁，1992年 2月
入伍，2005年10月从部队退伍转
业至太华派出所，现任太华派出
所社区民警。

作为一名复转军人，自从王
洪海扎根太华山区以来，十五年
间，他主动走访，到田间，到地头，
到百姓家里。他踏实肯干、默默
奉献，赢得了辖区居民的一致称
赞。在群众生命遭遇危难之际，
他总是挺身而出，从来没有半点
含糊。9年前的一个寒冬，一辆轿
车冲入龙珠水库中，车内有一对
母子，情况十分危急，腊月雪夜，
救援工作十分艰难。危难关头，
王洪海一马当先，主动跳入水中，
成功救助落水群众。这样的危急
时刻，王洪海从警以来已碰到过

很多次，2019年 1月12日 20时
许，王洪海接到群众报警：家住太
华村的忧郁症病人蒋某走失了！
夜间的龙珠水库周边能见度极
低，户外搜救很不乐观，王洪海当
即抓起装备，奔赴现场，支援正在
搜救的巡逻车。巡逻车内，王洪
海和队员机警地搜寻，“下大涧水
坝底一处疑似发现失踪人员！”一
条突兀的讯息清晰地传出对讲
机，众人立刻前往确认，果然在坝
底草木遮掩下，几近垂直的陡坡
底，一位奄奄一息的瘦弱青年正
浑身湿透地趴在水边，眼瞅着就
要被完全淹没了。危急关头王洪
海来不及思考，翻过齐胸高的栏杆
跳到了落差有四五米的坝底，一旁
的辅警队员随即也紧跟着跳下支
援。但由于坝底淤泥阻塞加之灌
木横生，落水青年又虚弱脱力，无
法配合，两人一时竟无法顺利转
移。王洪海当机立断，用携带的装
备劈开木栈道，挖开路基，踏着坝
底的撑架把人“掏”出来！落水青
年终于被成功救出。 十五年前，
他一身戎装，手握钢枪捍卫祖国大
地；十五年后，他头顶警徽，扎根山
区情系万户千家，用一颗火热的初
心，诠释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展现了人民警察的时代风采。

王洪海：两次跳入水库救人的勇士

2000年，顾建平褪下了一身
“水手服”，披上了一身警察蓝，昔
日乘风破浪的年轻“水手”，现如今
已经是体力衰退的老民警。虽然
时间抹去了青春的容貌，但是那颗
有着强烈组织纪律的心依旧保留，
而他更是一直把人民群众的冷暖
安危系在心上，哪怕临近退休，他
依然以昂扬的斗志奋战在人民群
众需要的最前线。

2020年的高考姗姗来迟，疫
情让今年的高考变得与以往不同，
但不变的是老顾守护“平安高考”
的决心和承诺。高考当天，老顾早

早地来到江苏省宜兴第一中学的
门口，积极开展巡逻、现场测温及
维护秩序等工作，只愿尽己所能为
考生营造出一个更安全有序的考试
环境。就在高考前一小时，安静的
考场外来了一位“特殊考生”，该考
生高考前因意外受伤，其左腿被打
了厚重的石膏，行动不便，只能坐轮
椅进入考场，又因其身材壮硕，轮
椅推动极其费力。执勤中的老顾
立即上前，积极协调为考生开辟绿
色通道，同时主动帮助考生父亲推
动轮椅，将考生安全地送入考场。
考试结束，他又护送父子俩安全离
开考点。就这样，在整个高考期
间，他默默地守护在考场外，每日
不怕风雨的洗礼，不惧烈日的暴
晒，不畏疫情的危险，来来往往地
护送这位“特殊考生”。他推动前
行的不仅仅是轮椅，更是一个家庭
的未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正
是这样一个怀揣着赤诚热情，爱党
爱国爱人民的军转老干部，如同

“老黄牛”般坚守信念，最后一次驻
守在护考岗位上，为广大学子开启
梦想之航而付出努力。

宗苏亚是一位社区老民警，
更是一位富有文化底蕴的篆刻
人。年轻时就热爱篆刻的他，把
在部队利用业余时间钻研篆刻的
精神带入了警营，把自己的篆刻
文化融入了警营文化，成为了徐
舍派出所一大亮点，更可贵的是
他把篆刻时培养出来的耐心、仔
细、钻研精神同样用在了社区工
作中，运用在百姓身上，把社区的
每件事都当做一件艺术品来精雕
细琢，让自己融入百姓，成为百
姓。他总说“篆刻如同做人一样，
要横平竖直，亦方方正正”。

2020年1月23日正值新春之
际，辖区一名精神病患者离家出
走至安徽省郎溪县，迷失在几十
公里以外不知回家路。得知情况
后，老宗不假思索立刻驱车前往，
把远在他乡的患者带回了家。同
时，在老宗的再三劝说下，其家人

终于答应把精神病患者送往医院
治疗，而老宗自始至终全程陪同
着。从警35年，身为警察，他在真
正意义上做到了与百姓心连着
心、手牵着手、情系着情。岁月的
痕迹悄悄地爬上了他的眉梢，越
来越厚的老花镜里，是愈加坚定
的眼睛，眼神中透露着赤诚为民
的决心。

顾建平：警营里的守梦兵

舒象谷从军十八年，面对汶
川抗震救灾、藏区疆区维稳、抗洪
抢险、海关执勤等重大急难险重
任务，他敢于冲锋、毫不退缩;每
逢部队“八一”“五四”“四会教练
员”等军政比武竞赛，他奋勇拼
搏、敢争第一。他扎根基层，曾将

多年后进单位带成“双先进”;他
身处机关，能参善谋、笔耕不辍，
成为首长的“好秘书”，多次获优
秀共产党员、军政训练标兵、“四
会”政治教员、基层干部标兵、立
功嘉奖等荣誉。 2017年底转业
参加公安工作以来，他迅速转变
角色、发扬部队传统，主动投入基
层公安工作实践。平时，他凭着
多年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磨炼出
的文字功底，主动挑起全所信息
考核的重担，经常加班熬夜写材
料、搞宣传，多篇文章被各级网
站、报刊等媒体录用，业务能力日
益精湛。今年7月，赴湖南探亲期
间，他不忘军人本色和警察职责，
成功协助当地公安机关破获一起
反动宣传犯罪团伙，受到当地公
安机关的好评。

周建平：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坚守

宗苏亚：戎装换警服不变是初心

舒象谷：文武兼备的“小秘书”

撰稿、摄影：记者潘伟杰通讯员张嘎徐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