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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的“逆行者”

　　2021年年末，又一轮新冠疫情席卷古城西安，年过

五旬的田东升带领法院干警圆满完成了上级安排的

流调排查、联防联控、下沉社区等任务，为西安抗疫走

向全面胜利添砖加瓦。

　　新城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孙冠南向《法治日报》

记者回忆，在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的那段时间，每天一

大早他就能看见法院的楼宇中，田东升不是在组织干

警出发值守，就是嘱咐工作人员做好消杀工作，这个

忙碌的身影一“晃”就是几十天。

　　疫情期间，属于新城法院值守的小区有多个“三

无小区”（没有物业、没有保安、没有门房），田东升第

一时间火速投入到疫情防控最前线，组建了“党员先

锋队”，动员群众进行核酸检测，一栋一栋楼宇进行排

查，做到了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总共登记排查上万户

居民。

　　去年12月下旬的一个冬夜，寒风凛冽，西安城区

气温已降到零下7摄氏度，田东升与流调专班赶往确

诊人员曾经活动的风险点位及居住封控小区，现场协

调组织召开专班会议进行详细分工，带领专班对相关

人员进行逐一梳理问询，确保密接及次密接人员不漏

一人。东方破晓之前，他和大家一起圆满完成了群众

集中隔离和居家隔离任务。此时，专注于工作的他才

感到，手脚都已冻得有些僵硬，连摘除口罩这个简单

的动作都有些吃力。

　　西安此轮疫情期间，田东升做到了24小时全时在

线，吃住在单位，办公室那张窄窄的沙发就是他晚上

休息的地方。

　　面对同事你一言我一语地给记者讲述田东升的故

事，田东升总是一句话：“我是老党员，必须多担当。”

不忘初心的“领航者”

　　在政治部的一次交流会上，田东升向干警们分享

了他的业余读物《之江新语》：“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

一篇文章就是《多读书，修政德》，我们要常修为政之

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做到为政以

德、为政以廉、为政以民。”

　　田东升作为院政治部主任，在新城法院党组的坚

强领导下，他积极推动新城法院“六个院”建设（政治

建院、业务强院、团结治院、活力兴院、文化融院、幸福

在院），不断促进全院党建引领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提升全院干警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的工作中，

田东升积极谋划建立“学习型”法院，定期组织发布党

建提示单和“法院学习日”的学习篇目，旨在教育引导

全院干警树立“终身学习”观念。

　　微党课、主题演讲比赛、党史知识竞赛、优秀征文

展播、读书分享会……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学习活动，

缓解干警审执压力的同时，也让干警补足理论养分、

积蓄奋斗动力。

　　此举深得法官干警们喜爱：“审判工作繁重、琐

杂，每周四下午的‘法院学习日’既

放松了身体，也放松了心情，还能学习到新知识，真是

一举多得。”

　　2021年至今，田东升还充分运用红色资源，以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01周年为契机，组织全院干警赴

葛牌镇纪念馆、扶眉战役纪念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

处等红色基地开展实地学习，举办英模事迹报告、女

干警讲述党史故事、“重走革命‘长征路’推进建设‘六

个院’”等主题党日活动，带领全院干警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在葛牌镇苏维埃政府纪念馆中，田东升带领干警

面向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田东升还以“从英

雄榜样中汲取力量”主题为党员干警

上了一堂生动的

专题党课。接受了心灵净化和洗礼的法官干警们至今

还对这一幕津津乐道。

无微不至的“贴心人”

　　自从上任政治部主任，田东升总在思考，如何将

“让党组放心、干警满意”的工作宗旨融入日常工作，

如何将政治部工作由“管理型”向“管理＋服务型”

转变？

　　田东升便从细处、微处着手，组织开展了新城法院

第一届“健步走”活动，虽渐入凛冬，法官干警们却洋溢

着满满的热情踊跃报名参加。干警们表示，这种活动让

大家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亲近自然、放松身心，期待

多举办类似活动，让大家的业余生活更精彩。

　　田东升也十分关注倾听法官、干警们的呼声、把

握干警的思想脉搏、了解干警正当意愿，倾心尽力地

为干警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对全院干警的基本

情况“烂熟于心”，是新城法院的“活档案”。

　　随着法院退休法官干警数量的不断增加，田东升

积极探索建立了退休干部“一信一单一书一谈话”关

心关爱制度，即：为每名退休干部送去一封“感谢信”，

发放一张“温馨提示单”，签订一份干警离任离职承诺

书，组织一次面对面谈心谈话。以这种温暖贴心的形

式营造了对外暖心、对内温馨的浓厚氛围。

　　值得一提的是，田东升还推动建立了新城法院离

退休党支部活动中心，充分丰富了退休党员干警的精

神生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退休党员干警组

织建设工作，不断提升了离退休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

　　这就是“西安好人”田东升，他以细致、用心来实

现初心、践行使命，在平凡的岗位上用实绩

实效助推新城法院高质量

发展。

□ 本报记者  马艳

□ 本报通讯员 吴岩

　　

　　“90后”吴润豪是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百色边境管理支队旧州边境检查站副站长。他凭

着过硬的业务素质和丰富的办案经验，直面毒

枭，屡破大案。用青春书写新时代青年移民管理

警察的担当，用行动践行矢志戍边为国为民的铮

铮誓言。

有勇有谋除恶霸

　　身材高大，青春阳光，“阳光大男孩”是吴润

豪给人的第一印象。

　　大学毕业后，吴润豪从城市来到百色靖西

市，成为旧州边境检查站检查员。

　　对于当初的选择，吴润豪从未后悔，他说：

“做了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我很自豪。”他打心里觉

得，虽然扎根边境远离都市繁华，但真真切切、实

实在在地为国家做贡献。

　　2018年，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组建执法办案中

心，开展社区警务颇有心得的吴润豪来到执法办

案中心，开启自己的执法办案生涯。

　　2018年至2020年，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在全国展开。支队在排查中获得线索，靖西市

岳圩镇一个边境村庄曾发生一起40余人因收“过

路费”引发的聚众斗殴案件，导致3人受伤、4辆汽

车被打砸，在当地造成极其恶劣影响。案发地偏

僻，受害人难以寻找，现场没有有价值的线索，取

证非常困难，支队没有办理此类涉黑恶案件的经

验，很多民警对办理该案缺乏信心，吴润豪自告

奋勇，率先请命到专案组主办该案件。

　　面对困难，吴润豪没有气馁，每天到靖西市公

安局刑侦支队学习办案经验，多次前往检察院、法

院等部门请教学习，对每一个细节问题都反复斟

酌、认真核实，从往年查处的涉私案件入手，排查、

走访、再排查、再走访，前后收集线索1000余条，研

判并锁定了一个由社会闲散、刑满释放人员组成

的敲诈勒索团伙。经过全力追捕，一举抓获犯罪嫌

疑人28人，延伸破获敲诈勒索案8起，聚众斗殴案1

起，故意损毁他人财物案1起，追回赃款40余万元，

查明涉案金额高达百万余元。

　　至此，这个盘踞在靖西市岳圩镇边境地区的

涉恶犯罪团伙被连根拔掉。在这起案件中，吴润

豪得到了快速成长，在与犯罪分子的一次次较量

中，他从一名血气方刚的新警成长为一名足智多

谋、沉着老练的业务骨干。

胆大心细严打击

　　广西陆地边境线长1020公里，边境执勤点多

线长面广，尤其是一线管控压力较大。2020年年

底，支队掌握线索，有境内“蛇头”与境外“蛇头”

相勾结，长期活跃在百色边境地带，组织人员非

法偷渡，再转送至广东、福建等地的用工密集型

产业，已经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吴润豪是百色方向专案组负责人，为了侦

查，吴润豪多次乔装打扮前往广东、福建一带的

工厂实地摸排，抽丝剥茧，终于成功掌握了犯罪

团伙重要成员的活动信息及藏匿非法入境外籍

人员的具体位置。

　　时机成熟后，吴润豪连夜带队将重要犯罪嫌

疑人李某抓捕归案，在福建漳州多个工厂开展清

查收网行动，进行全链条打击，查获非法入境外

籍人员226人，抓捕“蛇头”19人，一举斩断了一条

从百色边境前往广东、福建等地非法入境务工的

通道。该案成功侦破后，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新

闻发布会进行通报，在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

　　“阿豪办理的案件流程缜密，细节把控也很

到位，几乎每个案子都是满分。”百色边境管理支

队法制处民警邓林坚给予吴润豪很高的评价。

　　2019年以来，吴润豪参与侦办妨害国（边）境

类刑事案件200多起，抓获组织、运送犯罪嫌疑人

300余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外

国人1500余人，破获部督专案5起，有力维护了国

家安全和边境稳定。

无惧无悔擒毒枭

　　“抓毒贩，我第一个上！就是不吃饭、不睡觉，

也要将毒贩抓获！”为整治边境辖区毒品犯罪，吴

润豪立下了“军令状”。

　　“不法分子经常趁着夜晚作案，所以我们也

得是‘夜猫子’。”吴润豪说，披星戴月，颠倒黑白，

是他和战友们的工作常态。

　　在一次抓捕行动中，犯罪嫌疑人长期从事贩

毒活动，性情凶狠狡猾，抓捕风险很高。抓捕现

场，犯罪嫌疑人想到床底拿步枪，所幸吴润豪眼

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前迅速将其制伏，缴获步

枪1支，毒品海洛因5块重约1.93公斤，查扣涉案资

金30余万元。

　　“我带你们出去，就要带你们回来。”靖西边

境管理大队大队长钟民的这句话一直印在吴润

豪的心里，他深知，“有危险，这不是退却的理

由。”只有把抓捕方案制定得更科学更细致，抓捕

现场比不法分子反应得更快，才是对自己和同事

最好的保护。

　　经过一系列打击整治，如今，边境辖区内的

毒情形势持续好转，毒品案件及吸、贩毒人员数

量明显下降。

　　因成绩突出，吴润豪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1

次、三等功2次，2020年获评广西出入境边防检查

总站首届“八桂十大移民警察”，2021年获评“全

国移民管理机构百名成绩突出党员民警”“建设

平安广西活动先进个人”，2022年被公安部、共青

团中央评为“成绩突出青年民警”。

　　“既然头顶警徽，就要不负使命。为了边关安

宁，我会一直战斗到底。”无数次通宵达旦，无数

次直面艰险，吴润豪用满腔赤诚书写了别样的边

关豪情。

  图① 吴润豪带队在边境线巡逻。

  图② 吴润豪（右）在办案。

付庆民 摄  

吴润豪：为了边关安宁，我会战斗到底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支奕

　　夏日的岛城海风黏腻。在浙江省舟山市公

安局普陀分局展茅派出所办证服务窗口，今年

10月即将退休的沈苏君一身利落的辅警制服，

领带紧紧束住领口。清爽的妆容，利落的盘发。

即使戴着口罩，你还是能从她的眼睛里读到一

种专注工作、悦然生活的美。

　　一个人在户籍窗口岗位干一辈子，是种怎

样的体验？

　　薪资不多，工作量不少，是什么支撑着她实

干29年？

　　她又是怎样成长为辅警队伍里的一只“领

头雁”？

这个姑娘干活“生猛”

　　1994年7月2日，22岁的沈苏君来到展茅派出

所，第一个工作就是给自行车上牌，同时帮内勤

民警做些户籍业务方面的辅助性工作。少女懵

懂，梳着长马尾的她不曾想过，自己会在这里扎

根，把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警营。

　　“哔哔——— ”听到调试音，茅洋村村民厉海

岳竖起耳朵，村口的大喇叭响了：“村民们请注

意啦，家里头除了16周岁以下的，这两天好去

派出所里换第一代身份证……”等厉海岳骑自

行车赶到展茅派出所的时候，队伍已经排了

老长。

　　队伍的另一头，25岁的沈苏君甩甩酸胀的

手臂，继续奋笔疾书。为了帮村民们尽快完成换

证手续，内勤民警和沈苏君自行取消午休，到了

下班时间也没走，直到最后一位村民满意离开。

晚上理好材料已近晚8点，这一日，两人共填报

400多张身份证卡片。

　　20世纪90年代，舟山户籍业务迈入信息化

之路。所里购入第一台电脑，可没人会用。“不会

就学呗！”沈苏君跟着民警从零自学，一有空就

背诵五笔字根表，练习盲打，晚上睡觉前，还要

念叨几遍。世上最怕“认真”二字，沈苏君顺利通

过考试，拿到《浙江省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证

书》。直到现在，论打字速度，所里也少有人比得

过她。

　　在接下来原为螺门乡政府管理的户籍移交

展茅派出所管理、给老百姓换领户口本（蓝本换

红本）、“一户一档”整理等繁杂的工作中，沈苏

君开始独当一面，保质保量完成所有任务，让所

领导和同事们刮目相看。

　　可有一天，这位业务骨干却被所长批评了。

　　窗口虽小，委屈却大。有时候，办事群众看她是个小姑

娘，也会质疑甚至欺负她。这不，一个没有任何材料，却要

求分户的男青年被拒后，点着沈苏君的鼻子说难听话。所

长闻声下楼，了解情况后，耐心向男青年解释。沈苏君想不

通，委屈如浪潮一样涌上来：“所长，我想不通！这个办事群

众的要求不合理，干嘛要这样忍耐？”“我们就是为老百姓

服务的。你先调整一下心情，再来上班吧。”沈苏君想了两

天，心里放不下户籍工作：哪份工作不受气？能为这么多群

众办实事，说明我有价值……心里的拧巴解开了，沈苏君

又回到窗口值守。

　　打那以后，她再没跟老百姓红过一次脸。

特殊的身份证照片

　　2018年是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第三年。

　　当年1月，天气寒冷。沈苏君接到展茅田公岙村陈阿婆

的求助电话。阿婆家中有个50多岁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陈

某，长年卧床不能自理，很抗拒见陌生人。现在政

策好了，能办低保户，可因陈某的特殊情况，身份

证一直没办。没身份证，陈某就不能缴纳社保无法

享受低保待遇。

　　和户籍民警商量后，沈苏君向普陀公安分局

办证中心借来上门办证设备，带着三位男同事，当

天就出发了。

　　陈某打赤膊躺在二楼，屋内刺鼻难闻，地上到

处是被子里扯出的棉絮。沈苏君反复劝说，同事给

陈某套上衣服，可陈某始终不肯配合。咋办？“这必

须是最后一次！”沈苏君“周旋”了一个多小时，靠

抓拍，为陈某拍摄了300多张人像照片。

　　回所后，沈苏君逐张挑选，请单位专业技术人

员用PS整理须发，上传到制作身份证照片系统。

紧接着，她又逐级向办证中心说明情况，最终省公

安厅相关部门让这张“特殊的身份证照片”走了绿

色通道。10天后，拿到沈苏君送来的身份证，陈阿

婆高兴坏了，摸了一遍又一遍。

　　真情实意的付出，让沈苏君走进群众心里。质

朴的群众常会走老远的路，拎了蔬菜瓜果送到窗

口。虽然这些沈苏君都谢绝了，但在和群众的“双

向奔赴”之间，沈苏君对这份工作的感情也越来越

深厚。

“最便利服务”青出于蓝

　　怎么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无数的沈苏君们

都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作为公安政务窗口服务

中的一名亲历者和见证者，沈苏君切实感受着政

府和警方为老百姓打造“最便利服务”做出的不懈

努力：2019年，所里增设车管服务窗口；2020年，舟

山全城通办；2021年，全省一窗通办……

　　“对老百姓来说，真的越来越方便了，对我们

业务知识和能力提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为了

更好地服务群众，沈苏君追随舟山警方创新推出

“青蓝工程”“头雁计划”等工作机制，像年轻时候

学电脑一样孜孜不倦，不断增长自身本领，不但步

步不落伍，还要跑在前面——— 她是老当益壮的“头

雁”。渐渐地，沈苏君的工作流程成了展茅派出所服务窗口

的标准。受理、办理完成、整理材料、归档……一套流程下

来，行云流水，她所办理的每笔业务，都是舟山警方“最便

利服务”的注脚。

　　沈苏君同样没忘践行“青蓝工程”——— 她所在的团队

不断壮大，开始带起了徒弟。同事们也耳濡目染，对标沈苏

君找差距，工作能力在互帮互助中得到提高。

　　今年年初，受疫情影响，想把户口迁入舟山的江西人

蒋女士，因身在省外，一时无法赶回。90后同事小刘和蒋女

士互加了微信，通过线上传送资料，很快解决了问题。看到

小刘业务熟练、服务热忱，沈苏君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

自己。

　　据悉，2019年，展茅派出所办证窗口获评区级巾帼文

明岗；2020年，获评市级巾帼文明岗。2021年，获评省级巾帼

文明岗，荣誉背后是沈苏君和她的同事们一心为民、爱岗

敬业的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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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东升：我是老党员，必须多担当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说起田东升，认识他的人都评价一致：那是

个绝对的好人。

　　这不，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市委文明办

发布的2022年第一季度“西安好人榜”中，田东升

榜上有名，被评议推荐为“西安好人”。田东升还

先后获得西安市法院系统队伍教育整顿工作先

进个人、新城区法院优秀共产党员等多个荣誉。

　　田东升，现任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在法院工作36年以来，岗

位在变，不变的是他的司法初心，过手的每一件

事都能做细、做好。

　　图① 田东升在查阅案卷。

　　图② 田东升（左二）组织部门干警集体学习。

　　图③ 田东升（左）协助社区搭建防疫帐篷。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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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沈苏君（右）和同事上门服务办证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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