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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特约记者 宋洪涛 通讯员 陈炜森

握着奖杯，儋州市公安局西华派出
所原所长朱国茂的遗孀邱少英想起了丈
夫。与她相守的最后两个小时，他掌心
的温度也是这样冰凉。

颁奖典礼的华灯直直打在她的脸
上，台下的面孔都模糊不清。她的思绪
飘出很远，仿佛紧紧握着的，仍是丈夫那
双骨节分明的手。

“我能把奖杯带回家吗？”抚摸着“情
满万家·公安派出所好民警”这行小字，
她有些犹豫地问，很快又否定了自己，

“还是放在派出所吧，他若还活着，也一
定会这么做。”

相守近30载，邱少英见证了朱国茂
从一名基层民警成长为副所长、教导员、
所长，她比任何人都懂得他的执著：“直
到去世前几个小时，他还在写那本《警情
日记》。这28年，他写了28本、近百万
字，为的就是人离开了，也能给派出所留
下点东西。”

如他所愿，这28本《警情日记》，与他
的荣誉证书一起，永远地留在了西华派
出所。他在所里亲手栽下的鸡冠花，也
迎着春风冉冉地开了新的一茬……

“一个警察应有的样子”

时隔20多年，西华派出所退休民警
郑钦生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朱国茂的场
景。

一个儋州小伙，矮小又瘦弱，要不是
一双眼睛还透着机灵，郑钦生真不愿带
这个“学生”——只有初中文化，又没上
过警校，一切都要从零教起。

别人接到任务，他“闲着没事”要跟
着去；别人提审犯人，他“闲着没事”也要
跟着听；别人在案件勘察现场画了个箭
头，他就握着纸笔边看边记：“北针为点，
这是绘制现场图的第一步……”

郑钦生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毛头小子”就长成了真正的警察。

2008年8月，200多人深夜潜入西
华农场偷胶，远远看去就像一群萤火虫
在胶林里活动。年轻的民警有些胆怯，

朱国茂却勇敢地冲了上去，一把将带头
人按倒在地。一时间，偷盗者溃不成军。

也是那两年，有一次，一群人聚集
在西华农场场部，把一桶桶烟花、礼炮
侧倒放在地上，对着民警和联防队员

“开火”。
尽管手持盾牌寸步不让，还是有民

警受了重伤。有人建议先撤退再作打
算，被朱国茂严词拒绝：“我们决不能对
这种违法犯罪行为作出让步！他们越是
这样，我们越要体现公安队伍的骨气和
硬气！”

他抛开盾牌，径直向“炮台”走去。
“这警察不要命了？”闹事人群愣了神，忘
了继续“开火”，由着他走到人群当中大
声质问：“你们谁能说得上话？出来跟我
谈谈……”

话音未落，一根铁棍重重敲了过
来。说时迟，那时快，朱国茂忍着剧痛将
袭击者压倒在地：“你敢袭警！我让你想
跑也跑不了！”见状，其他民警和联防队
员也冲了上来，将那几人紧紧按住，闹事
人群作鸟兽散。

儋州市公安局八一分局副局长王将
当时还是个警界新兵，多年后忆起此事
仍十分感慨：“这就是我心目中，一个警
察应有的样子！”

“他就是个‘假刁所长’”

要说什么是“一个警察应有的样
子”，西华十六队派驻组副主任符有卿也
曾在朱国茂身上读到过答案。

他与朱国茂相识十余年，两人是“可
以称兄道弟的关系”。一次，他的姐夫因
帮助偷胶人运输盗来的胶水，被派出所
民警抓获并扣押了两轮摩托车，依规要
交200元罚款才可放人放车。

接到姐夫的电话，符有卿信心十足
地去找朱国茂说情。他想，“十几年的交
情，免200元不就是打声招呼的事？”没
想到，眼前这个“兄弟”像是变了个人，虽
是同往常一般客客气气地请坐倒茶，嘴
里说的话却都“不按套路走”：“谁家没有
亲戚？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样来同我说
情，那以后的工作还怎么开展？这200
元罚款，不能免！”

场部村民何金花也曾因为丈夫参与
盗伐防风林被捉拿，三番两次到派出所
甚至朱国茂的家里闹。闹到最后，她干
脆赖上了朱家：人家围桌吃饭，她既不吃
也不走，就在桌前直勾勾地盯着。即便
如此，她还是没能讨到一点儿便宜。

“好多人都说，他就是个‘假刁所
长’。”“假刁”是当地方言，清高、傲慢的意
思，曾经的一千多个日夜，农场青年王明
鑫在心里把这个“假刁所长”骂了无数遍。

原来，王明鑫在2012年曾将人砍
伤。新婚在即的他请求朱国茂网开一
面，可仍在婚礼前一天被民警抓捕入狱，
与心上人一别就是3年。

“出狱后，我就想去打他。”可看到朱
国茂时，他却下不了手，“他站在那里，平
静地招手让我过去喝茶，问我对今后的
生活有什么打算。好几次，我们对着两
杯茶，一聊就聊到后半夜。后来，两人感
情越来越深，我还将他认作干爹，管他叫

‘爸’。”
当时，听王明鑫说从外地批发竹竿来

农场卖可以挣点差价之后，朱国茂当即给
从山东来琼投资的季建维打去电话：“季
总，我的孩子犯了事情，刚从监狱里出来，
你能不能给搭把手，帮他走上正道……”

在西华农场投资多年，季建维在朱
国茂那里没少“欠人情”：每有工人纠纷、
外人滋事，派出所总是第一时间出警，妥
善解决问题。他一口答应了朱国茂，可
见到来送竹竿的王明鑫时心里却犯了嘀
咕：“这父子俩怎么长得一点也不像？”

他只知道，王明鑫那声“爸”，叫得是
那样真切。

“铁骨铮铮，却满腔柔情”

前几年，西华农场待业青年不少，因
为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淡薄，他们平
常除了喝酒、打牌就是拌嘴、打架。只要
没有出警任务，朱国茂就会来到农场，挨
家挨户地找青年谈心，甚至自掏腰包买
来种苗，挽着袖口、裤腿带头下地干活。

有人问他：“你一个派出所所长，怎
么干起了致富带头人的活？”他只是笑笑
答上一句：“要想稳，必先富。你不信，过
几年再看。”

“朱所长的预判没有不准的。”派出
所的年轻民警翻看朱国茂留下的《警情
日记》，果然发现农场里因青年寻衅滋事
引发的案件越来越少。

翻着翻着，他们的动作变得缓慢
——本子里工整的字迹，记录着他们的
成长足迹：“姚伟成在值班登记的问题
上，涉及责任问题。”“陈亚明在笔录材料
的问题上，句子不顺”……书页翻动时扇
起的风，扑红了他们的眼。

这个外人口中的“假刁所长”，对他
们而言是父亲、兄长一样的存在。

民警姚伟成说，朱国茂记得所里每
一个民警的生日。每到那天，他总不忘
买一个蛋糕、一箱饮料，招呼大家给寿星
庆生；

原内勤人员许琼珠说，每年年终，朱
国茂都会安排一次民警家属座谈会，把
民警的父母、子女都请到一起，感谢他们
对派出所工作的支持；

司机李慧敏说，派出所里这几条红
黄相间的小路，就是朱国茂闲时到工地
捡来边角料铺设的，那一簇簇开得正好
的指甲花、鸡冠花，也是他亲手种植、浇
灌的。他说，一个派出所的环境，可以反
映一支队伍的精神面貌；

民警谭卫新说，他和另一位民警刘

德仁是外地人，每当节假日轮到他们值
班，朱国茂总会及时出现在所里，让他们
回家与家人团聚，把值班的任务留给他。

朱国茂真是“铁人”吗？退休民警罗
建荣知道，他也会累。有一次，他出警回
来，就站在楼下跟她对接材料，怎么劝也
不肯上楼：“巡逻太久，腿疼得厉害，上不
了楼梯，我就站在这里跟你说吧……”

“谁能想到，一个铁骨铮铮的男儿，
心竟然会那么细！”季建维印象深刻，那
一年坐朱国茂的车子下乡，前方既无来
人也无急弯，车子却悠悠地慢了下来。
朱国茂努了努下巴：“你看前面多大一滩
水，我们这样急急冲过去，必定会溅到路
旁的女人一身脏。”

音容笑貌，宛在眼前。

“手软嘴软，腰板就硬不起来”

邱少英有些哑然，与朱国茂生活了
近半辈子，丈夫的心思细腻却要从旁人
口中听说。在她心里，那个不到凌晨两
三点钟不下班，从没帮她拎过一次菜篮
子的男人，更像是和一身警服成了家。

就说儿子出生那年，邱少英因为难
产疼得几近昏厥，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在
外执行任务的丈夫，最后还是通过警用
对讲机把他喊了回来，才赶得及在手术
单上签了字。

朱家住着的老房子，是由1980年代
建的老邮局改成的，距离西华派出所不过
一百多米，步行只需要两分多钟，可他们
家的饭菜总是凉了又热，热了又凉。邱少
英不会先动筷子：“我知道他不会在外面
吃饭，一定会回家来吃。”

“以前我爱和他玩笑：你这个清官看
来是当定了，请吃你不来、送礼你不收。”
季建维发现，在朱国茂这里，生意场上的
那一套完全行不通。派出所的民警也知
道，跟所长下乡得自备干粮，无论群众备
了多么丰盛的酒菜，他们也一口都不能
吃。还好邱少英在家里养了几只鸡，鸡
下的蛋拾掇好了放到派出所去，“他们饿
了，就捡两个煮来吃。”

有人悄悄议论：这所长莫不是“傻”
的？不吃请、不收礼就罢了，那一年，他儿
子要去三亚读大学，好几辆警车停在所里，

他还跑去找亲戚借车。这两年，他儿子毕
业回来了，找不到工作也不见他出面，那么
多工作机会都先给了别人家的孩子。

“他不听那些闲话，只说‘拿人手软、
吃人嘴软，要是吃了、拿了，我这个腰板
还怎么挺得起来？’”邱少英回忆，这么些
年，如要说丈夫真为家里做了什么打算，
就是在其侦办案件过程中，家人已经受
到人身威胁的时候，同意把孩子送到外
地读书，又在阳台上绑了一根粗绳，告诉
她：“如果有情况，前门出不去，你就从这
里吊下去跑。”

可她知道，丈夫是深爱着这个家的。
每每在家泡茶，朱国茂总要将第一

杯倒给妻子。邱少英说：“这是他在默默
地弥补对我的亏欠。”她被泪水哽住了喉
头，“还有一件事，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
说起……好多个晚上，他都是牵着我的
手入睡的。我不敢动，怕惊醒了他。”

他也不忍惊醒熟睡的妻子啊。在
2016年3月5日凌晨3时许，他生命的
最后时刻，仍是强忍着心口的剧痛，从派
出所走回了家，坐在床头轻轻地摇醒了
妻子，柔声问：“你能不能陪我去医院看
看？”邱少英翻身下床，才发现“重感冒”
多日仍然不肯离开工作岗位的丈夫，此
时已经手脚发软，支撑不住自身的重量。

她没有想到，这竟是丈夫与她最后
的对话。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除了因
为心肌梗塞发出的呻吟，他没有对她再
说一句话，也没有等来儿子和其他亲朋。

可这不是51岁的朱国茂留给世界
的最后一句话。在邱少英四处奔走联系
急救事宜时，他拉过派出所的司机秦日
强：“把枪……还回所里。”

“这也是我后来才听司机说起的。”
但是，邱少英在探不到丈夫鼻息的第一
时间，便伸手去摸他的枪套，“这枪就是
他的命。命没了，枪也不能留……”

巍巍青山埋忠骨，朵朵白花奠英
灵。朱国茂因公殉职的消息传开，自发
赶来参加追悼会的群众数以百计。

泪飞化作倾盆雨，淋湿了初春的西华
农场。他印在工作证上的照片被人们一
次次仰望。那张熟悉的面庞微带笑意，双
眼却好似噙着泪水——他对这片土地，爱
得深沉！ （本报那大3月30日电）

朱国茂

忠肝铁胆铸警魂
——追记全国公安系统“情满万家·公安派出所好民警”朱国茂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特约记者 宋洪涛 通讯员 陈炜森

“这一次去北京，我的心情很不平
静。毕竟，这座奖杯应该是他自己捧回来
的。”今天下午，儋州市公安局西华派出所
原所长朱国茂的遗孀邱少英，带着丈夫的
全国公安系统“情满万家·公安派出所好
民警”荣誉奖杯，回到了海南。

她的双眼有些红肿，像是刚刚哭过
一场：“飞机快降落的时候，我从舷窗里
看到了满眼的绿色，就再也控制不住泪
水——这是生养他的地方，是我们一同
生活的地方啊……”

对于邱少英来说，这是一段载满泪

水的旅程。刚到北京，她的泪水就像是
决了堤、失了控。7年前，因为立功，朱
国茂被奖励到北京交流学习。邱少英没
有来过北京，便自费陪同丈夫前来。她
有些后悔当初的决定：“如今物是人非，
看着实在痛心！”

好在，这一路，邱少英得到了公安部
治安管理局、公安部办公厅等单位的热
情接待，更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国务委员、公
安部部长郭声琨的亲切接见。她转告前
来会见的省公安厅厅长范华平：“孟书记
对基层干警的工作表示肯定，谢谢他们
力保一方平安。”

范华平代表省公安厅党委，向朱国茂

表示崇高敬意，向邱少英致以诚挚问候。
他说，朱国茂同志是我省公安民警的杰出
代表，也是全省公安民警的学习楷模。省
公安厅和儋州市公安局会始终关心照顾
朱国茂同志的家庭，帮助其家属解决生活
中的实际困难。

记者注意到，从下飞机到回儋州，邱
少英总把丈夫的奖杯紧紧抱在怀中。她
说，昨晚颁奖典礼后，她就把奖杯的照片
传上了微博，配发的文字是：“另一个世
界的你，知道吗？”

“我希望他知道，我相信他会知道
的。”邱少英说，“你这一生操劳，党和人
民都认可了啊……”

（本报海口3月30日讯）

朱国茂妻子赴京领奖归来：

“你这一生操劳，党和人民都认可了” ■ 本报评论员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总
有一种精神令人们荡气回肠。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朱国茂数十年如
一日，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从
点滴做起，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
真心实意、千方百计为百姓排忧解难；作为
一名人民警察，他以所为家、以警为荣，在
西华派出所，最早到的人是他，最晚退的人
是他，在连续高负荷工作一个月后，突发心
肌梗塞殉职，生命永远定格在了51岁。

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
青。琼岛不会忘记，朱国茂作为一名
共产党员和人民警察那忠诚可靠、无
私无畏的坚定信念，那“一思尚存，此
志不懈”的政治本色。2006 年至 2008

年期间，因退场风波引发了群体性冲
突近百起。但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危
险，朱国茂从未退缩，而是始终身先士
卒，冲锋在前，以血肉之躯筑起了辖区
安全的铜墙铁壁。

琼岛不会忘记，他那心系百姓、真诚
为民的公仆情怀，那“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思想境界。面对失
足青年，他不厌其烦地谈心开导，帮其走
上正道；面对贫困群众，他反反复复地自
掏腰包，助他们脱贫致富。正是由于他
把对群众的深厚感情转化为一心为民的
强大动力，从一点一滴、一言一行做起，
既对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挺身而出，又
为帮扶群众的生活难题俯身躬行，才用
真心真情赢得了群众爱戴，成为了践行
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范例。

琼岛不会忘记，他那夙夜在公、扎根
基层、淡泊名利的人生选择，那“采得百
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奉献精
神。派出所里，午夜唯一亮着灯的房间
是他的办公室；从警28年来，他一直在
西华农场默默耕耘，不争功、不请赏，只
求造福一方，不求个人回报。

秉一身正气而来，留两袖清风而去，
英雄虽逝，但给我们留下了一座永远的
丰碑，这是用忠诚担当铸就的警魂，更是
用奉献雕刻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我
们要以朱国茂同志为榜样，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旺盛
的斗志投入各项工作，以奋发有为的精
神状态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同心同德，苦
干实干，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努力谱写

“最好最美海南”建设新篇章。

用奉献雕刻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本报讯 （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陈
卓斌）3 月 27日至 29日，为了纪念中
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及琼崖纵
队成立90周年，省关工委在定安县举
办了全省关工委干部培训班。

培训班上，与会人员一同传达学
习了全国关工委办公室工作座谈会
精神，聆听了题为“红旗不倒 代代
相传”及“红魂礼赞”的辅导报告，为
深入开展今年的党史国史教育活动
建言献策。

省关工委主任、省政协原主席
陈玉益就这次培训班提了几点意
见：一是继续深入学习党的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始终与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坚决做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支持者
和模范践行者；二是从实际出发，以
问题为导向，让服务党委政府大局
的工作更有针对性、时效性；三是坚
持不懈抓好组织建设，建强班子，壮
大队伍。

全省各市县关工委、省农垦关工
委、洋浦关工委有关负责人以及定安县
各乡镇关工负责人等共140人参加培
训。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参观了定安县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全省关工委系统干部
培训班在定安举行

◀上接A01版
加强对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和执行《准则》
《条例》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维护党的
团结统一和政治社会稳定。要严明换届
纪律，加强全程监督，坚决杜绝拉票贿
选，确保风清气正。要筹备好省纪委七
届一次全会。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
容忍，突出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坚决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二十条
规定，持续深入整治庸懒散奢贪，加大对

巡视整改情况的专项督查，把全面从严
治党的要求落到实处。要持续深入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严格落实监督执
纪工作规则，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
监察队伍。

马勇霞表示衷心拥护、坚决执行党
中央和省委的决定，感谢党组织的培养、
信任和关怀以及对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工作与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充分
肯定与支持。马勇霞深情回顾了5年来

的任职经历，指出这是她一生中最宝贵
的财富，将倍加珍惜，不忘初心，继续前
进，永远做党的忠诚卫士。她还对海南
未来的发展和纪检监察工作寄予了美好
的祝愿。

蓝佛安感谢中央和省委的信任和
厚爱，表示完全拥护、坚决服从中央和
省委的决定。他表示将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讲政治、敢担当、勤学习、重团
结、严自律，与全省纪检监察干部一起
同心同德谋发展，和衷共济干事业，推
动海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
纵深发展。

强化监督执纪问责 抓实全面从严治党
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提供坚强思想政治保证

本报海口3月30日讯（记者原中
倩 通讯员赵庆春 郑嘉钊）海口市美兰
区法院城市管理巡回法庭自去年8月成
立以来，不断加大城市管理类案件的调
解力度。通过“和解”结案，不但能快速
提高办案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同时也
能收到“案结事了人和”的社会效果，从
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今年1月至3月
中旬，该法庭共受理行政非诉案件93
宗，裁定结案3宗，和解结案90宗，结案
率100%，实现了“便捷、高效、优质”的
解决纠纷目标要求。

为推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法治化，支

持城市管理部门依法行政，助推法治社
会建设，美兰区法院于去年8月26日设
立了“城市管理巡回法庭”，为处置城市
管理中违法案件提供快速通道，提升城
市依法管理水平，为海口市“双创”保驾
护航。该法庭成立半年多以来，致力于
为城市管理工作提供高质量的司法保障
和司法服务，专门负责非诉行政案件的
审查和处理。经过摸索、沟通、协调，基
本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通过解
决纠纷、沟通协调、互动指导、宣传教育
等方式实现了城市管理法庭的基本职能
目标。

巡回法庭成立后，主动与区房屋管
理、人力资源管理、交通管理、城市管理
等政府职能部门进行沟通协同，特别是
主动加强与美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的良性互动。

巡回法庭主动延伸办案职能，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通过开展普法宣传、法制
教育等活动，有效提升群众的法律素养，
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在城市管理中违
法案件的审查和处理中，既充分保障行
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又对其进行法律讲
解与教育，以提高其法律认识，促使其正
确行使诉讼权力，从根本上解决矛盾纠

纷，避免事态恶化或矛盾加剧而造成的
不良社会现象的出现。

巡回法庭通过建立科学高效的工作
机制，确保了工作有序高效的开展。对
于行政机关提起的行政非诉案件，符合
立案登记条件的做到当日立案。通过灵
活的“移动法庭”，对被申请执行人进行
法律讲解与法律教育。对于被申请执行
人接受处罚处理的，由法庭工作人员主
持双方签署“和解协议”，被申请执行人
根据和解协议自行履行义务。对于准予
执行的裁定或未履行和解协议的案件，
及时交执行局强制执行。

海口美兰区法院城管巡回法庭成立半年多加大调解力度

搭建城管与群众沟通新平台
本报海口3月30日讯（记者王

培琳 通讯员段晓晖）今天，记者从省
公务员局获悉，我省2017年公务员招
录报名工作已经结束，计划招录公务
员职位1129个，招录名额2093人。
通过网上报名，最终54787人通过审
核确认可参加最终考试，人数较上一
年度略有上涨。

今年公务员录用考试笔试将于4
月22日至23日在海口进行。

记者还了解到，今年公务员
录用考试将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
措施。

省公务员招录考试
5.4万人通过报名审核
4月22日至23日进行笔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