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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8_AD_A6_E5_c24_232968.htm 在深圳市召开的打

击暴力抗法违法犯罪行为公开处理大会上，9宗暴力抗法案件

共16名违法人员被公开处理。 据介绍，近几年，深圳市执法

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屡遭暴力抗法，执法人员屡遭暴力威胁辱

骂。 一些人甚至公然大闹派出所，打伤公安民警，气焰极为

嚣张。 今年6月12日，深圳市景田派出所值班室接到群众报警

称：福田区某地有人闹事。接警后，民警赶往现场处警。但

闹事者不但不听制止，反而辱骂民警，称“打的就是警察”

，并踢伤民警⋯⋯ 也就是同一天，江苏省太仓市交巡警大队

沙溪中队一民警在纠正一起交通违章时，司机抗拒执法，并

突然启动车辆，将民警当场带出十米左右甩在地上，致使民

警身体多处负伤。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公安

民警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持治安稳定，必须站在最前沿，

面对矛盾。据公安部统计，仅2005年上半年，全国有23名民

警在执法中遭暴力袭击而牺牲，还有1803名民警被打致伤。 

探究这些频发暴力袭警事件的缘由，既有体制不完备造成执

法自由裁量权过大以及法规不统一等客观原因，又有部分民

警综合素质不高，执法观念保守、落后等主观原因，更有人

们法制观念淡薄和对警察的误解。 有谁知道，为了社会的稳

定，为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公安民警关键时刻要流血牺

牲，日常工作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劳动和汗水。 据公安部

统计，2005年，全国公安机关受理刑事案件464.8万件，查处

治安案件629.6万起，处理交通事故45万起；全国110接警总量



超过1.2亿次，平均每3.5秒接警一次，出动警力6633万人次，

抓获犯罪嫌疑人86.4万人，救助危难群众312万人。在日常工

作之外，公安机关还要根据社会治安的需要，开展各种专项

治理行动、组织安全保卫等。繁忙的工作使民警不得不连续

作战。 据公安部政治部人事训练局副局长樊京玉介绍，无论

是刑事、治安案件发案数，特种行业、公共场所新增数，还

是出入境人员、外来流动人口的总量，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

增长，相比之下公安机关警力的增加速度却远远滞后。 据统

计，北京、天津、河北基层一线民警平均每周加班时间都超

过20小时。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和无规律的生活节奏，使广大

民警的体力严重透支，绝大多数民警处于亚健康状态。民警

的整体任务量已经大于警察整体的承受度。 民警也是普通人

，也会面临各种艰难困苦。他们同样期盼能够得到社会公众

的认可与肯定。在面临各种困难、受到误解责难、遭遇危险

处境的时刻，同样期盼社会公众能够多一份体恤、多一份理

解、多一份帮助。 刑警：围着案子转 时间：2006年6月4日 人

物：白明 年龄：32岁 职务：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

刑警大队重案中队刑警 8时20分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歪头在

椅子上瞌睡的“大块头”忽地坐起，抓过电话：“您好，我

是刑警队⋯⋯”话说一半突然止住了，“大块头”的眼睛盯

上一名正往衣袋里塞手机的同事。见恶作剧败露，办公室里

的刑警们哄堂大笑。刑警白明就这样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

刑警没事干时就是睡觉，干我们这行的生活没规律，一来案

子就黑天白日地连轴转，睡眠严重不足。”重案中队赵利辉

队长介绍说，“白明这两天太累了，他参加专案组，连续工

作20多个小时，刚刚破获一起杀人案，将涉案的3名犯罪嫌疑



人全部抓获。” 今天恰逢重案中队的人都在，上班后，赵利

辉就把大家召集起来。会议议题只一项，研究向受害人返赃

问题。这是几天前破获的一起系列盗窃案，收缴的赃款赃物

折合人民币三十多万元。 “我看此案受害人多，应召开一个

返赃大会，这样社会效果更好。”白明发表意见说，“不过

，准备工作要细，把受害人和所失盗的物品逐一核准。”会

上最终采纳了白明的意见。决定由他来负责这项工作。 9时30

分 重案中队接到报案：在康平街与崇智路交汇处，发生一起

抢劫案。十多分钟前，受害人从银行取出4万元钱，正在街上

行走时，被两个同骑一辆摩托车的人飞车抢走。 “瞧，来案

子了，这个时候不管你手头干什么都得撂下，去案发现场。

”白明迅速检查了一下枪械，跑下楼去开车就走。按大队现

场部署，白明带领4名侦查员，沿被害人被抢的街路走访群众

，寻找目击证人。杂货铺、冰糕车、烟摊、树阴下下象棋的

老人⋯⋯ 中午时分白明这个小组综合目击证人提供的证言，

确定出的犯罪嫌疑人，与银行监视器调出的录像和受害人的

叙述吻合。经审定，此案属于抢夺案，按内部案件管辖分工

，重案中队将案件并卷宗移交给责任二中队办理。 13时30分 

白明在路边小店叫了碗冷面，刚吃几口，手机响起，一名“

线人”约他见面，称有重要案件线索。 14时30分 白明按约定

驾车来到解放大路边的文化广场西侧树林，独自向远处一白

衣人走去。约5分钟后，两人朝不同方向分开。白明立即掏出

手机，看来是向中队汇报情况。 15时30分 天空下起大雨。按

照队里的排班，今夜轮到白明和另一名同伴到安达街对一名

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这一夜要“不眨眼地”死看死守，连

被监视人上厕所都要跟着，防止脱逃或自杀、自残。言罢，



白明驾车钻进雨雾里⋯⋯ 第二天16时 记者在办公室又见到了

白明，与第一天相见比，脸上明显增添了倦容。他告诉记者

，又熬了一个通宵，早晨交班后，用冷水浇了下头，就驾车

直接去市郊警校参加手枪射击培训.巡警： “逛街”是高手 

时间：2006年6月30日 人物：杨凡 年龄：25岁 职务：陕西省

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巡警大队巡警 6时30分 杨凡匆匆洗漱

、吃完早饭，灌上一大杯白开水，便赶往红庙坡什字接班。

今天是他和队友王玮玮值早班。他的职责就是驾驶着巡逻车

在纬二十六街巡逻。巡逻线长二十余公里，他每天要在八个

小时内穿越好几个来回。 7时55分 杨凡和王玮玮坐公交车赶

到红庙坡什字，此时离交班时间还有5分钟。一大早，西安城

内便闷热无比，天气预报说最高气温35度，杨凡心里直发怵

。他知道，这样的天气，钻进那辆不制冷的巡逻车，又要“

蒸桑拿”了。 8时 上一班巡逻的全明、张进驾车赶到红庙坡

什字，向杨凡、王玮玮交班。验过枪械、警棍、车载GPS系

统、对讲机等装备，查看完《巡逻日志》、《巡逻用枪登记

》，洗完车，俩人钻进车厢，开始巡逻。 8时15分 巡逻车刚

开出不远，市局110指挥中心发来指令：大兴东路一单位门前

有两人因纠纷打架，一人倒在地上受伤，尽快赶到事发现场

进行处置。 杨凡驾车迅速向事发现场赶去。 8时22分 巡逻车

赶到现场。只见一名妇女躺倒在地，不停地呻吟。两人上前

询问伤势。 那妇女自称头昏，四肢麻木，全身无力，是被旁

边的男子推倒在地的，摔倒时头先着了地。杨凡和王玮玮拨

打120，向医疗急救中心求助。原来，打架的一男一女为同一

单位的职工，因小事两人发生了争吵，男子将女子推倒在地

。120急救车赶到后，杨凡两人协助将受伤妇女抬上车，做完



目击证人笔录，将打架男子移交到附近的红庙坡派出所进行

处理。 11时40 分杨凡俩人驾车赶到红庙派出所，匆匆吃过午

饭，两人各自灌上一大杯白开水，又开上街面。 14时20分 红

庙坡什字出现情况，一大群人围成一圈，个个伸着脖子朝圈

子里张望。人群外，一个年轻妇女一脸焦急，不断扬手拦车

，但没有车辆停下。 杨凡俩人挤进人群，发现地上一片血迹

，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蹲在马路沿上，用手堵着鼻孔，可还

是血流不止。两个巡警将小女孩扶上巡逻车，向附近的红庙

坡医院赶去。 救治还算及时，小女孩的流血终于止住了。见

女孩已无大碍，杨凡两人就要告辞。年轻妇女是小女孩的姨

妈，这时一把拉住杨凡的手，掏出200元钱硬往他的手里塞，

说是要付车费，“我在路边拦了十几辆出租车，司机一看我

娃血流满面，可能怕弄脏了车座，都一闪而过。我都快要急

死了！你们二话不说，先送孩子到医院，可不是我娃的救命

恩人？” 杨凡抹了一把额头的汗珠，笑了：“我们是警察，

见危相助是我们的职责，谁见过为群众服务还收钱的？”说

完，他打着马达，巡逻车又汇入车流中。 16时 当天的巡逻任

务完成，杨凡、王玮玮向队上的靳烽辉、白海洋两位战友交

了班。 16时10分 拖着满身汗水，俩人又挤上了返回队上的公

交车。他们还要到队上待命。如果队上无事，他们将好好地

冲上一个澡，美美地睡上一觉。明天晚上，他们仍将驾车巡

逻在这条巡逻线上，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新的警情和任务。 片

警：琐碎每一天 郭宏鹏 王雄 吴毅文 时间：2006年6月28日 人

物：蔡晓光 年龄：29岁 职务：福建省漳州市南靖县公安分局

南坑派出所副所长兼“高竹”点责任区民警，俗称“片警”

7时20分一到办公室，蔡晓光便忙活开了。他到户籍室领取了



责任区村民已办好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10张，并随身携带了

一叠最新印制的警民联系卡准备出发。 8时35分蔡晓光驱车向

责任区进发。他的责任区由金竹、葛竹、高港和新罗等4个

村(简称“高竹点”)组成，距南坑镇大约30公里，是全镇最

偏远的地方。平时，蔡晓光都是搭客运中巴车进村的，但“

每天只有一班车，很不方便”。今天所里特意派了一辆吉普

车。 “高竹点面积大约有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198人，

共1082户。”蔡晓光对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家一户都很熟悉

。 9时50分蔡晓光先到葛竹村加油站张贴了《公安部关于收缴

非法爆炸物品、枪支弹药和管制刀具的公告》。他交待加油

站老板要“多宣传，如果谁家有上述物品，一定要尽快上缴

派出所”。 10时15分蔡晓光来到葛竹村党支部书记赖秋生家

。“最近村里有什么动向？”蔡晓光问。“没什么动向，大

家都忙着采茶呢。”赖秋生笑呵呵地回答。 了解完葛竹村最

近的一些信息后，蔡晓光让赖秋生用摩托车带着他，分别将

该村赖国文、赖国锋等人的第二代身份证送到他们手中。其

间，蔡晓光还走访了6户人家，并将访查情况一一登记在他随

身携带的“入户访查登记簿”上。此时已是中午12时30分。 

午饭后 天气突变，下起了暴雨。这时，蔡晓光的手机响了，

南坑派出所发出指令：今年第二号热带风暴“杰拉华”可能

正面袭击漳州，要帮助村民做好防抗热带风暴的各项准备工

作。 高港村是南坑镇海拔最高的村庄，也是地质灾害多发之

地，往年11户依山而建的房子曾出现险情。接到指令后，蔡

晓光便马不停蹄地来到高港村挨家挨户查看，告知村民要及

时转移到安全地带。 16时20分跑完这11户人家后，蔡晓光已

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一位村民请他进屋喝口茶。 茶刚泡好，



金竹村村民王文贤打来电话，情绪激动地说他与邻居王社明

因水沟排水发生纠纷，对方持刀威胁，可能会打架。蔡晓光

在电话里赶紧劝道： “别上火，有话好好说，千万别冲突，

我马上过来。”尔后，他又立即打电话给金竹村支书王振平

，要王振平在“5分钟内赶到事发现场，把事态控制住。” 

步行一个多小时后由于前些天连降暴雨，高港村通往金竹村

的路段出现山体滑坡，道路堵塞，车辆无法通行。蔡晓光只

好绕道而行，步行了1个多小时才赶到金竹村。 原来，因为

暴雨下得急，王社明屋前水沟里的水无法及时排出，已经漫

到了屋门口，他便想将水排往王文贤家的水沟，但王文贤不

让，于是双方发生争吵，急性子的王社明甚至声称“如果王

文贤不让排水，他就以死相拼”。 在蔡晓光的调解下，王文

贤终于同意王社明向他家的水沟排水，而王社明也表示等雨

过天晴后会将两家的排水沟都清理干净，“决不留一点杂物

”。 19时45分从王文贤家出来，夜幕已经降临。金竹村支书

王振平想留蔡晓光吃晚饭，但他摆摆手说：“不了，晚上所

里还要开会，得赶紧回去。”等着他的，是南坑派出所统一

部署的“夜间治安清查行动”。 交警：下班没准点 法制网记

者 李松 见习记者 黄洁 时间：2006年7月7日 人物：李亚 年龄

：27岁 职务：北京市东城区交通支队帅府园中队的交通民警

6时50分 原本清净的长安街上车辆开始多了起来。二警区民警

李亚准时站在了自己的岗位东长安街疏导难度最大的正义路

路口。 他熟练地用手中的遥控器控制着信号灯，4个方向的

车辆都在信号灯的指挥下有序地通过。 “您可别小看这小小

的遥控器，没有点机灵劲和经验还真控制不好这些信号灯。

”已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8年的李亚对记者说，“目前北京街



上的信号灯还无法实现自动调节放行时间的功能，要靠交警

的人工控制。交警必须对路口的车流状况非常了解，在任何

一个方向的车辆发生拥堵时，都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判断出原

因并立即采取相应对策，放行某一侧或禁行某一侧，在不影

响其他方向行进的前提下尽快化解拥堵。” 7时30分 长安街

上的车辆开始排起了队，李亚快步走到街中央，一方面依据

自己灵敏的判断控制着信号灯，一方面用手势指挥着来往车

辆的通行。果然，在北京最拥堵的高峰时间，始终没有出现

堵得水泄不通的场景。 10时之后 长安街的拥堵状况逐渐缓解

。李亚刚从道路中央退回到路边，步话机里传来信息，“10

分钟以后，东长安街正义路路口东向北方向有三级特勤任务

。”李亚的神经又一下子紧张起来。 在长安街上，特勤任务

每天至少要有三四次，每当有外宾来访、领导出行，交警就

需要提前进行交通管制以保证车队车辆畅通，对于交警来说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李亚介绍，特勤工作因为关系

到国家许多重要的活动以及外宾等，不能有丝毫闪失，但是

这项工作时间不固定。因此，交警们即使已经完成了岗位工

作也不能轻易离队，只能在队里备勤，随时听候派遣。10

时25分，车队顺利通过李亚负责的路口，交通恢复了正常。 

接近12时虽然按照规定交警早上上勤的时间到10点钟就可以

结束了，但时针已经接近12点，李亚才匆匆结束了早上的值

勤任务。当记者问为什么这么晚时，他说：“这对我们来讲

很正常。虽然时间是那么定的，但估计北京能严格按时间下

班的交警没有几个，怎么可能看着路上堵得一塌糊涂就回去

吃饭呢？” 在回去的路上，李亚告诉记者，“交警从来没有

放假的概念，越是别人该放假的日子我们越忙，平时更是加



班不断，如果能够隔一天加一天班那就是神仙般的日子了。

”李亚所说的加班是24小时在队里的那种。 午休时间 李亚中

午的休息时间全都花在了准备队里组织的羽毛球赛上，他的

目标是要拿冠军。 14时 交警们聚集在队里的大会议室，李亚

说，开会也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现在对交警执法的要求越

来越高，特别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之后，一系列配套的法

规层出不穷，要学的新法规非常多。交警在执法一线，如果

自己都不懂法，执法中肯定要出问题。此外，执法过程中出

现的失误错误也都会在会上一一通报予以纠正，以使所有人

引以为戒。 15时30分 步话机里报告有特勤安排，刚刚结束会

议的李亚又回到了长安街自己的岗位上。特勤任务完成已经

是下午四点了，李亚又站在了长安街晚高峰的车流中，熟练

地控制着信号灯，疏导着来往车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