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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爸爸袁这都过年了袁你怎么还拿着
手机在工作呢钥 冶孩子们已经围着沈凯宇
转悠了好几圈袁 他们的心愿就是希望爸
爸陪自己尽情地玩会儿遥 野好在他们从来
不会认为爸爸拿着手机是在玩袁 他们一
直知道爸爸的手机是用来工作的袁 这是
我们的共识遥 冶沈凯宇自嘲道遥

沈凯宇是一名 90后袁2015年加入交
警行列袁2017年 12月调入呼和浩特市公
安局交管支队新城区大队宣传股工作遥

野我的工作就是做战友们背后的记录者袁
用我手中的相机尧 电脑书写他们的坚守
与奉献遥 冶交警同志们顶着严寒在路上执
勤时袁沈凯宇奔走于各个执勤路口袁拍摄
照片尧录制视频袁认真记录着野交通卫士冶
们的忠诚与担当遥 当同事们走下执勤岗
位休息时袁 沈凯宇的工作才进入了关键
阶段袁编辑照片尧整理文字尧撰写稿件袁陪
伴他的是讲不完的警营故事遥

春节期间袁家家户户都要走亲访友袁

热热闹闹过新年遥 大年初五袁沈凯宇的妻
子第三次走进房间袁 看着他的战场从手
机转到了笔记本电脑上遥 野要不今天我
来开车袁你带着电脑在车上继续工作钥 冶
今年春节袁沈凯宇和妻子商量好袁要趁着
假期给双方父母和各位长辈好好拜个
年袁 感谢大家一年来对他们小家庭的帮
助和照顾遥 可是预定出门的时间早已到
了袁沈凯宇却仍在忙碌着遥 野三十那天袁
你说要剪辑拜年的视频袁 初二要报道同
事们坚守岗位袁 初三要出门采写民警慰
问群众袁 今天这又是在忙什么钥 冶 在车
上袁沈凯宇的妻子忍不住问道遥 野马上要
返岗了袁我得制作一组新的宣传海报袁提
醒群众注意行车安全袁平安返程遥 冶沈凯
宇一边向妻子解释袁 一边继续忙着手上
的工作遥

野新春佳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袁为了
让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袁 交警
们放弃休假尧坚守岗位袁全力以赴做好春
节假期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用心用情守护
万家灯火尧 维护一方平安遥 作为宣传民
警袁我也不能拖后腿袁一定要将这优良的
工作作风传承发扬下去袁 让更多的人理
解和支持交警遥 冶沈凯宇说遥

春运期间袁 沈凯宇和同事一起策划
选题尧制定方案袁积极组织开展农村道路
交通安全宣传工作袁不断深化野美丽乡村
行冶交通安全巡回宣讲袁推动各中队扎实
开展野平安春运窑交警同行冶主题宣传活
动袁有效提升了野一老一小冶群体的交通
安全防护意识和能力遥 同时袁聚焦乘车尧
步行尧骑行等出行方式袁开展了主题鲜明
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活动袁 营造了浓厚
的宣传氛围遥 此外袁沈凯宇依托呼和浩特

市交管支队的组织推动作用袁 协调辖区
各村镇结合自身实际袁 制定了宣传计划
和宣传主题袁 并充分利用春节期间村镇
集会契机袁 积极组织开展交通安全宣教
活动袁在拉近警民距离尧增进警民感情的
同时袁 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交通安全意
识遥

野凯宇袁我们中队节后要开展一次交
通安全进企业活动袁这是我做的 PPT袁但
总觉得不太好袁你给看看呗浴 冶野凯宇袁春
节假期过了袁 交通安全提示也需要更新
了袁明天咱们大队要联合运管深入耶两客
一危企业爷开展大检查工作袁你做一下准
备遥 冶手中的海报还没做完袁沈凯宇的手
机上已经收到了多项新的工作安排袁忙
碌尧加班已经成了他的工作常态袁春节也
不例外遥

交管宣传工作不是机械地发发宣传
单袁做做讲解袁也不是简单地按按快门袁
拉拉镜头遥 用相机定格民辅警的酸甜苦
辣袁 用文字记录下各项行动的丰硕战果
和忠诚为民的感人故事袁 制定交通安全
宣传计划袁 准备宣传材料噎噎沈凯宇是
那个时刻身在一线袁 却从不出现在镜头
里的人遥 春节对于他来说袁是陪伴家人的
时间袁更是一年一度的春运大考袁为了将
交通安全知识宣传到位袁 将交警的形象
呈现得更好袁 沈凯宇总是对自己制作的
海报精益求精袁对剪辑的视频反复修改袁
对呈现的文字删删减减噎噎在一次次字
斟句酌的不断调整下袁 沈凯宇的春节就
这样过去了遥

在不少人眼中袁 这样的春节可能少
了些野年味冶袁可沈凯宇却说院野我愿意从
镜头中看大家袁让大家从文字中读我遥 冶

甘当幕后人 守护平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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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一老如有一宝遥 老同志是监
狱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推动者和见证
者袁他们辛勤耕耘尧栉风沐雨袁几十年
如一日坚守在一线袁忠诚守责袁勇挑重
担袁 用青春与热血构筑起监狱安全稳
定的野防火墙冶遥 新春佳节袁万家团圆袁
他们依旧执着坚守高墙遥 野无论在哪里
过年袁对于每一名监狱民警而言袁平安
就是年遥 冶赵裕鹏参加工作 40 余年袁他
始终坚守在监管一线遥

在呼和浩特高度戒备监狱袁 监管

民警赵裕鹏不仅年龄大袁资格也老袁像
他这样的老警察依然一轮又一轮地进
监管区参与执勤工作 袁不得不让人敬
佩遥 用监管六支队支队长聂勇刚的话
来说袁野他就像一棵高大的常青树袁为
监区遮风挡雨袁不求回报遥 冶

野在岗一天就要负责一天冶
野楼道走廊里的这些春联都是我

们和服刑人员一起书写的袁过年了袁监
区也得装扮一下袁红红火火尧热热闹闹

的袁 这样也能缓解服刑人员对亲属的
思念之情遥 冶赵裕鹏一边指着春联一边
向记者介绍遥他说院野新春伊始袁我们带
领服刑人员开展了耶亮舍爷活动袁书写
新年畅想袁 你看到的一幅幅春联展现
了大家美好的新年愿望遥 冶
作为监管一线的老民警袁 赵裕鹏

日常与家人聚少离多遥 春节前夕袁为了
尽快返岗袁 赵裕鹏前后做了 4次核酸遥
野一直坚守在监管区的小伙子们太辛苦
了袁3 个多月袁没有一个提出请假的袁都
说不走袁马上就过年了袁我早点来袁他们
就能早点回家过年冶袁赵裕鹏说道遥单位
里总有人劝他院野老赵袁你从警 40 多年袁
每个春节都值守袁次次不落袁这一次袁回
去休息吧袁 有这么多年轻人顶着呢袁你
爱人乳腺癌手术尧 化疗虽然结束了袁但
现在不是还得继续喝药吗冶遥 他说院野从
事这么多年监狱工作 , 家里早也习惯
了袁虽然也担心家里袁但当年我妻子生
病还是队里的领导帮忙联系人去天津
做得手术袁我更得用工作成绩来回报组
织的关怀呀遥 况且袁我在岗一天就要负
责一天袁老同志更应该给年轻同志们带
个好头尧树个榜样遥 冶

野给年轻警察做榜样冶
野这是一个党龄比我年龄还大的老

民警袁他犹如一道温暖的光袁41 年来一
直照耀在监管一线袁也照耀在身边人的
身上遥 冶监管六支队民警张宇飞说道遥
赵裕鹏是一名老党员袁他经常说院

野作为一名党员尧 一名监狱人民警察袁
坚守岗位是我的职责袁更是我的使命遥
基层工作袁更要耐心尧更要细致浴 冶他是
这样说的袁更是这样做的遥 野过年期间袁
我们对服刑人员进行了谈心谈话袁详

细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尧身体情况尧情
绪状态等遥 针对家庭变故尧无人接见尧
身患疾病尧生活困难尧思想悲观等服刑
人员袁开展了有针对性的个别教育袁帮
助他们缓解不良情绪尧建立改造信心袁
确保情绪稳定冶遥

据了解袁疫情防控期间袁面对人手
紧尧事情多的实际情况袁赵裕鹏主动承
担起工作职责以外的任务袁倾心尽力尧
担当作为袁 全力将疫情阻隔在监区之
外 遥 在监管区袁赵裕鹏永远都是第一
个醒来袁 给服刑人员逐一采核酸 尧送
检遥赵裕鹏说院野这都是小事儿袁出工的
时候我也是第一个起 袁 第一个带出
工遥 冶

野老赵同志几十年如一日袁工作上
一直兢兢业业袁为人勤勤恳恳袁现在临
近退休袁 有些工作就让年轻同志多锻
炼锻炼吧袁但老赵从不放松袁他常说我
们老一辈要给青年警察做好榜样 袁在
岗一分钟袁尽责 60 秒 袁要尽己所能为
监区工作出力冶遥 监管区的同事们介绍
说遥

来到监狱尧扎根监狱袁赵裕鹏把心
安在了监管一线遥 身体闲不住袁每天忙
忙碌碌袁 已经成了刻在他骨子里的习
惯遥 野现在社会环境变了袁服刑人员也
和以前不一样了 袁 监管责任越来越
重袁但只要安心踏实做事袁监管工作就
会越干越有劲头冶遥 他把自己对监管工
作的满腔热爱融入到了对服刑人员的
日常问候与关心关怀里袁 一句简单的
关心袁一个暖心的问候袁如同阳光般温
暖感化着服刑人员的心 遥 正是赵裕鹏
口中所说的简单小事累积起来袁 让他
所在支队的服刑人员改造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遥

高墙内“老警”的忠诚守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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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监区执勤岗位遥

发放交通安全宣传单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