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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海南公安晒出了 2021 年“成
绩单”，由省委宣传部牵头组成的新闻采
访团对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进行探访，求
解“成绩单”背后“最美”的忠诚与担当、
奉献与坚守。即日起，本报推出2021年
海南省公安机关“最美”警察先进事迹，
敬请关注。

闪耀“警”色 最美是你——

“海南省公安机关最美警察”事迹展播

■ 本报记者 良子

“一觉醒来，看到阿振在办公室开导当事人的那一
刻我惊呆了，反复确认手机上的时间，已经早上7点
了，他竟然调解了一通宵！”近日，在聊到对海口市公安
局龙华分局城西派出所民警、四级警长陈家振的最深
印象时，民警梁家豪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他像‘保护神’一样，守护着我们……”这是辖区群
众对陈家振的评价。自2011年6月参加公安工作以来，
陈家振因工作表现优异，成绩突出，先后荣获个人嘉奖5
次。近日，陈家振获评全国“最美基层民警”提名奖。

“网红民警”的由来
2019年2月的一天，一名巴基斯坦留学生来城西

派出所求助，陈家振用简单的英语和她交流起来。原
来，该学生想去龙昆南派出所办理24小时住宿登记手
续，但因为找不到地方，截止时间又快到了，急得满头
大汗。最终，在陈家振的帮助下，她顺利到达目的地。

巧的是，陈家振用英语帮助留学生的过程，被群众
拍下并传到新浪微博平台。视频经公安部、中国警察网
等官方微博的点评和转发，引发了广大网民的围观和点
赞，点击量达数十万次，大家亲切地称他为“网红民警”。

据介绍，陈家振兼任派出所的外事民警。目前城
西派出所辖区内共有境外人员415人，其中海南医学
院留学生274人。陈家振主动作为，频繁深入校园及
辖区各社区居委会，加强沟通协调，不断完善管理机
制，联手社区网格员、小区物业人员、旅馆业从业者等，
打造一支专职服务和管理外籍人员的队伍，通过“微
信+”互联网警务模式，落实境外人员住宿登记制度。

而陈家振则带领3名外事协警，开展24小时境外
人员管理服务工作，共为境外人员办理住宿登记1500
余人次，网上走访15300余人次，做到了“底数清、情
况明、管得住、服务好”的工作目标。

刻苦练就“城西小法制”
“阿振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外号，叫‘城西小法制’。”

梁家豪说，这个外号实至名归。从警期间，陈家振刻苦
学习法律法规和典型案例，不管谁问有关法律法规的
内容，他基本都能对答如流。

此外，“啃得了硬骨头，也不怕脏活、累活”，是单位
同事对陈家振的普遍评价。

自2020年10月海口市公安机关开展“控发案、多
破案”百日攻坚行动以来，陈家振带领队伍成功破获各
类案件6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94人，城西派出所各项
任务完成数均排名龙华分局前列。在2020年至2022
年的新一轮全省禁毒三年大会战中，陈家振至今共破
获贩毒案件10起，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13人。

面对荣誉，陈家振表示，将努力把本职工作做得更
好，无愧于顶上国徽和身上的藏蓝警服。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

“网红民警”陈家振——

辖区“保护神”

■ 本报记者 良子

27年前，海口公安刑警王光生在与歹徒搏斗中不
幸壮烈牺牲。王光生被追授为“革命烈士”“一级英雄
模范”。

在王光生因公殉职那年，他的儿子王伟才11岁。
而如今，王伟是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美兰大队六中
队中队长、二级警长，时常用父亲的事迹鞭策自己，在
道路交通领域绽放青春“警”色。

2021年12月2日，公安部通报表扬全国公安机关
成绩突出的100名交警，王伟位列其中。今年1月，王
伟当选2021年“海南省公安机关最美警察”。

主动调研改善出行环境
2005年，王伟从铁道警察学院毕业，成为一名人

民警察，这也是他的儿时梦想：要传承好父亲的精神。
近年来，作为交警中队长，王伟努力将辖区海甸岛

的学校及周边交通安全工作做深做细，主动为5所学
校设立“助学岗”，组织警力指挥疏导交通、严查校园周
边交通违法行为，为辖区学校开展校车摸排工作，消除
交通安全隐患。

由于海甸岛内居民区相对集中、餐饮业聚集，停车
位供不应求，导致机动车占道违停乱象。王伟多次带
队深入大街小巷调研，争取当地党委、政府支持，对海
甸岛片区有停车需求且不影响交通的路段，划出300
余个免费限时停车位，同时加强巡逻管控。2021年以
来，他带领中队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5万余起，“疏
堵结合”，保障一方道路交通安全、有序。

台风中那一抹“荧光绿”
2021年10月8日，受台风“狮子山”影响，海口3

个港口码头停航，上千辆车滞留。王伟带领20名队员
增援南港码头，冒雨疏导车辆，指引滞留大货车在附近
有序停放，并安抚广大司机和乘客，配合工作人员为滞
留旅客发放食物、生活用品。

当天20时许，因海水倒灌导致路口段水位上涨，
王伟组织队员一边利用警用摩托车设置警戒线，指挥
分流车辆，一边救援涉水抛锚的小轿车和司机。黑夜
中，他们身上的“荧光绿”，照亮了台风天里的平安路。

增援结束后，王伟又马不停蹄带队赶回辖区海甸岛
处置因树木倒伏、路面漫水导致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如今王伟依旧与队员辗
转奔波在道路交通的各个险情、急需处，到处可以看到
他忙碌的身影。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

烈士之后王伟——

“荧光绿”照亮平安路

新新 走基层走基层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特约记者 方宇杰

1月22日上午，在东方市板桥
镇三间村的东方上彩热带花卉产业
园里，一个个花卉大棚接连成片。
走近一看，绿油油的石斛兰生机勃
勃，但开花的植株却甚少，也不见工
人打包、装车的身影，有些冷清，这
是为何？

“临近春节，石斛兰销售走俏，
一天的出货量约3万株。”眼前的情
形，让东方上彩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闫谡高兴得合不拢嘴，冷

清正是因开花石斛兰供不应求的缘
故，“要是现在还有货，我就该心慌
了。”

经营该产业园的东方上彩现代
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热带花卉
研发、种苗培育、生产和销售等为一
体的综合性企业，其生产能力、技术
力量和发展规模处于国内热带花卉
行业领先水平。目前该公司花卉种
植面积2310亩，2021年产值8000
万元。今年1月18日，该公司承担
了省重大科技项目“自育花卉新优
品种的产业化技术研究与示范推
广”，将助推东方市热带花卉产业发

展走向“快车道”。
往产业园资源圃走去，“大海

鸥”“奇龙”等稀有品种的石斛兰均
被贴上标签和代号，部分长出了果
荚。“依托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
资源优势，我们正在进行19个石斛
兰稀有品种的选育工作。”闫谡介
绍，石斛兰的 1 个果荚约含种子
6000 颗至 50000 颗，待果荚成熟
后，科研人员就开始播种，以提高
花卉产量。

“姐妹们，加快速度，干完这点
工，你们就可以准备过年了。”分管5
个花卉大棚的班组组长邢玉花满头
大汗，一边带领组员对兰花进行组
盆、造型，一边和大家热络地聊着过
年事宜。

邢玉花是板桥镇田中村人，近
年来，因为花卉产业园在当地的发
展，她与村民们在家门口实现了稳
定就业。“我和丈夫都在产业园务

工，可以就近照顾家庭，2人每月
约有7000元工资。”邢玉花颇为满
足地说，她已在产业园工作5年，
不仅学得一手兰花种植和管护技
术，去年还因工作积极被选为班组
组长，可以领取兰花销售提成，“每
天都在‘花花世界’里工作，很有幸
福感。”

为了提前备好春节销售的花
卉货品，闫谡也在大棚里忙碌着。

“过年期间的出货量还会增加，工
人不够，我也过来帮忙。”他说，自
己今年也将和工人一起，在发货中
欢度春节。接下来，公司还将采取
与各村融合发展的方式，让更多的
村民自主承包花棚，由公司平台统
一培训、供苗，提供技术指导，并回
收销售花卉产品，这样可实现农
民、村集体、企业三方共赢，助力乡
村振兴。

（本报八所1月23日电）

科研力量助推东方市热带花卉产业蓬勃发展

幸福“开”在花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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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省公安工作以创
全国最安全地区为目标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良
子 通讯员蒋升 吴佳仪）1月22日，全
省公安局长会议在海口召开。会议传
达了公安部、省委关于海南公安工作
的批示，总结去年工作，分析当前形
势，部署今年公安工作。

据了解，2021年，海南全省公安工
作取得较好成绩，呈现如下亮点：社会
治安状况处于历史较好水平；防控自
贸港风险能力明显增强，64个反走私
综合执法站全部挂牌运行；助力一流
营商环境建设展现更多作为。21项公
安高频政务服务事项、23项省级行政
许可、26项户籍和居住证事项实现“全
省通办”，11个重点园区自助警务服务
站全面覆盖；全省公安机关涌现出集
体一等功及“平安中国建设先进集体”
等先进集体412个、先进个人2069名。

会议强调，2022年全省公安工作
要以服务保障海南自贸港建设为主
线，以创建全国最安全地区为目标，以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开创新
时代自贸港公安工作新局面。

省疾控发布春节出行防疫须知
原则上不举办50人以上规模活动

及时接种疫苗

出行途中及出行归来，密切关注健康状况

减少聚集性活动

坚持做好个人防护

非必要不远行、不出境

严格落实来（返）琼人员健康管理

高风险岗位人员尽量避免出行

非必要不远行、不出境

避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或有本
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报告的地区旅游。

出行前，提前了解出发地、目的地
最新疫情防控政策和旅行相关事项，
合理规划行程，避开旅游和出行高峰。

严格落实来（返）琼人
员健康管理

涉疫地区旅客需持48小时内2
次（间隔24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入琼，抵琼后自我健康监测14天。
低风险地区来（返）琼旅客需持48小
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入琼。近14
天以来有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
（市、区、旗）旅居史、与各地已公布的
病例活动轨迹有交集、健康码变为

“红码”和“黄码”的来（返）琼人员，请
第一时间主动向所在社区（村）、工作
单位或所住酒店报备，配合落实相关

健康管理措施。

高风险岗位人员尽量
避免出行

入境口岸关口、隔离场所、定点
医院、冷链相关企业等单位的高风险
岗位人员尽量避免出行。确需出行
的，需满足脱离岗位14天以上且持
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
向所在单位报备。高风险岗位人员
入琼返琼后非必要不外出、不聚集。

减少聚集性活动

节假日期间，减少探亲访友、聚
会聚餐等聚集性活动，提倡电话拜
年、视频拜年。家庭聚会聚餐规模控
制在10人以下。提倡“喜事缓办，丧
事简办，宴会不办”。原则上不举办
50人以上规模的活动。自行举办5
桌以上宴会等聚餐活动的个人，须向

属地社区居委会或村委会报备，落实
疫情防控要求。

坚持做好个人防护

自觉养成戴口罩、勤洗手、多通
风、少聚集、“一米线”、用公筷等好习
惯。在搭乘公交车、出租车、火车、高
铁、飞机、长途大巴等公共交通工具
期间，建议全程佩戴口罩，尽量减少
在途中摘下口罩的频次和时间。出
行时自觉与他人保持间距，避免扎
堆，减少触摸公共部位，手部在未清
洁的情况下不触碰口鼻眼。咳嗽、打
喷嚏时，注意用肘部或纸巾遮掩，不
随地吐痰。

及时接种疫苗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预防控制
病毒传播的有效措施，更是每一位公
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请尚未接种、

未完成全程接种和符合加强免疫接
种条件的群众，尽快主动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共筑全民免疫屏障。

出行途中及出行归来，
密切关注健康状况

一旦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
痛、嗅（味）觉减退、腹泻等可疑症状，
要佩戴口罩及时到附近医院发热门
诊就医，不要自行用药，不要到没有
资质的诊所就医，以免延误诊疗。就
诊时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省疾控中心进一步提醒，当前
也是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流感等
传染病的好发季节，节假日期间需
注意饮食卫生，吃熟食、喝开水，不
要暴饮暴食，规律用餐。需根据气
候变化适量增减衣物，注意劳逸结
合，起居有度，生活有规律。需合理
饮食，加强锻炼，保证睡眠、提高自
身免疫力。

英国AI互动影像作品展
“五季”开展

科技让艺术“活起来”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记者
昂颖）2022海南岛春季国际艺术
展系列活动英国AI互动影像作
品展“五季”22日在海口会展工
场开展，汇集了由人工智能创作
的互动式作品，展示艺术和新兴
科技的酷炫碰撞。展览将持续到
2月20日。

展览作品出自英国艺术家
凯林·布里克之手。本次展览是
他的首次海岛特展。展出作品
包括能治理空气污染的绘画作
品，能防止鸟类撞上建筑的特殊
材质的玻璃，以及人工智能互动
装置等。展览中，通过人工智能
生成的互动性艺术作品《银瑚》
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关注。这
件作品通过人工智能程序对珊
瑚礁的形态和色彩进行分析，变
幻出珊瑚礁的水下景观，并随着
参观者的靠近，而产生人类对自
然界介入的色彩变化。对此，凯
林·布里克解释：“《银瑚》想告
诉人们，自然界不希望受到人类
的过分干扰，希望人类与自然界
和谐共处。”

凯林·布里克表示，科技元
素的加入，让艺术品带来了更多
有感知的表达，让艺术作品“活
起来”。

关注2022海南岛春季国际艺术展

1月 22日，2022海南岛春季国际艺术展的东欧稚拙艺术展·全国巡展“寻喵启事”在海口会展工场开展，由白俄罗斯艺术家利马
舍夫斯基·伊戈尔·维罗洛维奇构建的“喵星团”度假乐园，让市民游客直呼惊喜。“寻喵启事”海口站展出活动将持续到2月20日。

本报记者 赵优 李天平 文/图

东欧稚拙艺术展“寻喵启事”走进海口

欢迎来到“喵星团”乐园

高标准抓好疫情防控

本报海口1月23日讯
（记者马珂 实习生王菲）近
期，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全
球广泛传播，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形势再次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国内疫情总体
平稳，但局部地区出现本
土聚集性疫情，部分省市
发生奥密克戎变异株引起
的本土疫情。

春节将至，走亲访友、
家庭聚餐等活动增多，疫
情输入性风险加大。为巩
固我省现有疫情防控成
果，确保广大群众度过一
个健康、平安的春节，海
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
布 2022 年春节居民出行
防疫须知。

东欧稚拙艺术展·全国巡展“寻喵启事”
上的作品《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