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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驯鹿之乡 感受警民情深

2023 年 1 月 19 日袁腊月二十八袁野年味
儿冶越发的浓了起来袁而此时也是最冷的
野三九冶天袁呼伦贝尔市根河市的最低气温
达到了-39益遥 这一天袁我们跟随派出所民
警一同走进了敖鲁古雅乡袁在新年来临前
走一趟野亲戚冶遥

野老古袁 忙着呢袁 我们来给你拜个早
年浴 冶 民警老闫边说话边迈进了一户群众
的家门遥 野老闫来啦浴 冶老人连忙放下手中
的活计袁笑容满面地从屋里迎了出来遥

野老闫冶叫闫志强袁是敖鲁古雅乡派出
所的一名老民警袁今年 57 岁遥 野老古冶叫古
秋生袁是敖鲁古雅乡的驯鹿养殖户袁在多
年的警帮民尧民拥警的情感积累中袁他们

之间的关系就像家人一般遥
在闲聊中得知袁2016 年袁 闫志强第一

次见到老古袁 原因是给老古办身份证袁在
这个过程中袁闫志强得知袁 老古常年呆在
林区深处的驯鹿点中袁 最近袁 他家里养殖
的驯鹿被棕熊和猞猁咬死咬伤不少袁造成
驯鹿数量锐减袁 老古为此特别着急上火遥
从此袁老古便成了闫志强的 野心上人冶袁逢
年过节袁 闫志强都要进山探望老古一家遥
平日里 袁 老古家里要是遇到什么难解的
事袁 也总会第一时间想到求助闫志强袁时
间一长袁 闫志强跟老古一家就成了 野亲
戚冶遥

野今年啊比往年更好了袁就觉着这日子

越过越红火了 袁 孩子们这几天也要回来
了 袁 过年的东西也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噎噎冶 老古跟闫志强讲着最近家里的生产
生活情况袁野你看袁你们每次来都给我带东
西袁 平日里还帮家里解决了那么多事袁我
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了遥 冶因为临近过年袁
这次闫志强除了带些米面油袁还把春联给
老古带来了遥 野党的二十大里面有好些个
关于服务人民的说法袁您就等着这日子越
过越好吧噎噎冶 闫志强细细地给老古讲述
了党的二十大精神遥

从老古家离开的时候袁 闫志强的爱人
打来了电话袁让他中午回家吃饺子遥 野我晚
点回去 袁 还得去双虎家一趟 袁 你们先吃

吧遥 冶闫志强边走边说遥
居民杨双虎是第一批下山来到敖乡生

活的鄂温克族群众遥 离开了大山袁 杨双虎
一家以养殖驯鹿尧 售卖驯鹿周边产品作为
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遥 由于杨双虎长期在
山上驯鹿点喂养驯鹿袁 家中的生产生活都
是妻子李梅一人打理袁 平日里大大小小的
事情袁 派出所的民警们总是帮衬着遥 春节
前快递订单特别多 袁 杨双虎忙着送货去
了遥 闫志强来到他家袁 帮忙把院子里的积
雪清理干净袁 也为他们送来了新春的祝
福遥

野没啥烦心事袁特别知足遥冶李梅的脸上
洋溢着笑容遥

这片曾经神秘的原始部落袁 如今已焕
发出全新的生机袁 辖区治安稳定袁 群众生
活富足袁 从山里走出来的人们在党的带领
下袁 依附着这片山林袁 成为了新时代的主
人公遥

野一旦有泄漏袁一定要及时更换袁千万
别凑合着用遥 冶 闫志强在仔细检查煤气瓶
的安全日期和阀门后细心叮嘱道遥 野这里
的群众袁 家里用的都是灌装煤气袁 因为没
有什么专业人员对管道尧 煤气瓶的阀门定
时进行安全检查袁 群众这方面的安全意识
也不强袁我们平时就得多走走尧多提醒遥 冶
闫志强介绍道遥 因辖区刑事尧 治安案件发
案较少袁 家长里短尧 消防隐患便成了公安
工作的重中之重遥 每逢节日前袁 闫志强都
会和同事挨家挨户排查矛盾纠纷和消防安
全隐患袁确保辖区安全稳定遥

闫志强的电话总是不断遥在群众眼里袁
闫志强跟自己的家人没什么区别 袁野他们
都有我的电话 袁 有啥事就直接给我打电
话遥 冶野三九冶天里袁闫志强的帽檐上已经挂
了厚厚的一层白霜 袁 脸庞也早已冻得通
红袁他搓着手袁笑容却愈发明朗遥

渊杨娜娜 戴思惟冤

2023 年 1 月 25 日袁正月初五袁早上 8
点袁 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公安局环食药侦大
队大队长刘耀东已经赶赴单位整队集合袁
向蛮汉山林场进发遥 他说袁 今天的任务是
巡山 遥 因为他还有一个身份要要要蛮汉山

野林业警长冶遥
今天袁 他要带着新分配到队里的民警

王晓东一起上山袁 刘耀东打趣说是 野陪着
小王来巡山冶遥 小王显得格外兴奋袁让刘队
讲讲蛮汉山林场的情况 遥 刘耀东张口就
来院野蛮汉山来自蒙语袁意思是耶云雾缭绕
的地方爷袁这里山高林密袁有大面积的白桦
原始次生林遥 林场总经营面积 92 万亩袁现
有乔木 9.27 万亩尧灌木林 45.8 万亩尧其他

林地 1.6 万亩袁森林覆盖率达 61.9%袁是距
首府最近的国家级森林公园遥 冶

野咱们巡山袁可不是在山上随便走走那
么简单袁山林里没有路袁爬坡过沟袁没个好
体力可不行遥 冶刘耀东跟小王唠叨着遥 野防
火尧 防盗采盗伐尧 防偷猎都是工作的重中
之重遥 冶 刘耀东强调着巡山的重要性遥

车辆经过一个小时的行程来到了蛮汉
山脚下的蛮汉沟袁大家改为步行向山里挺
进遥 由于刚下过雪袁 北方森林里的寒气刺
透棉服直抵心房袁小王没想到森林里的气
温会比县里低这么多袁 跺着脚搓着手袁刘
耀东见状袁 返回车里取了警用大衣递给
他院野山里气温要比县里低十几度袁羊剪绒

大衣得常备在车上袁巡山办案都用得上遥 冶
野这冰天雪地的袁连个人都没有袁咱们巡防
啥呢钥 冶小王问遥 面对小王的不解袁刘耀东
说院野咱这山里宝贝多的是袁野生动植物就
有 1000 多种袁有梅花鹿尧狐狸尧野猪尧山鸡尧
孔雀尧狍子尧野鸡等珍惜品种遥 冶 刘耀东突
然指着灌木丛中的黑影说院野看袁狍子遥 冶顺
着他手指的方向袁 大家隐隐约约看见一个
黑影消失在树丛中遥 刘耀东介绍说袁到了
冬天袁尤其刚下过雪袁动物觅食困难袁不法
分子趁机套狍子尧打野鸡尧捕野兔遥
爬上山坡袁走进山林深处袁刘耀东果然

发现地上有杂乱的脚印袁他警觉地判断附
近一定有人偷猎野生动物遥 大家在刘耀东

的指挥下马上展开地毯式排查袁 大约巡查
了近两个小时袁 收缴猎夹猎套 3 套袁 拿着
野战利品冶 的小王忽然感觉到生态保卫工
作的重要性了遥

大家继续巡山袁 同行的民警老张和刘
耀东开起了玩笑袁 他指着刘耀东的鞋说院
野刘队袁你这鞋底子都磨偏了袁过年了袁嫂
子也没给你买双新鞋钥 冶 刘耀东顺手拿起
根木棍敲打两下鞋袁笑着说院野我这是耶巡
山牌爷专用鞋遥 冶 刘耀东坦言袁巡山最费的
是鞋和袜子袁 一天得走几十公里遥 从去年
到现在袁这已经是第五双鞋了遥 野每次朋友
一看微信步数就知道我来巡山了遥 冶 刘耀
东拿着手机给大伙儿看 袁 上面清晰地显
示院刘耀东 86279 步袁排名第一遥

从山上下来已经是下午一点半了袁他
们来到村口的护林防护站袁每人泡上一碗
热腾腾的方便面袁 队员们说这大冷天能吃
上一碗热面袁已经很满足了遥

吃完饭袁 刘耀东说要去附近的村子走
走袁他要给村民范根锁拜个年遥 刘耀东说袁
范大爷是村里的防火义务宣传员袁 每年清
明尧春节等重要节点都主动协助林长尧警长
义务宣传防火知识遥 出了山林走了没多久袁
就到了范大爷家袁老人早已在门口迎候袁亲
切地与刘耀东打着招呼院野我把你送给我的
对联也贴上了袁人们见了都说写得好遥 冶只
见上联写道野兴家红火需防火冶袁下联是野得
惠青山更爱山冶袁横批是野警民同心冶遥

离开范大爷家袁 我们又走了一阵才开
上车返程遥 路上袁刘耀东说袁下一步袁他还
要建立村民义务宣传群袁除了宣传生态安
全知识袁还要利用微信群帮助有困难的群
众袁比如买个东西捎个货遥 野离群众越近袁
和群众感情越深袁群众也就越支持咱遥冶 刘
耀东深有感触地说袁 坐在一旁的小王也不
停地点着头遥

渊唐建权 沈翠英冤

大年初五，警长带我来巡山

民警入户拜年遥

民警巡山护林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