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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兴义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
师：孔华，从警11年
徒：冉发行，从警8年

师徒故事：
2018年的12月，我来到兴义市公安

局特 （巡） 警大队报到，根据安排，我
将与孔华同志随岗学习。孔华同志在第
一时间找到我，鼓励我放开手脚，大胆
开展工作，不要有顾虑。

在特 （巡） 警工作的日子里，无论
是勤务，还是训练，有什么疑惑或者不
懂的地方，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向我
的师父求助，而每当我向他请教时，他
都会耐心、细致地给我分析问题，教我
处理问题。我的射击水平很一般，师父
通过几次训练发现我的问题后，非常细
致的给我讲解了现代实用射击的新理
念，以及新的训练方式，使我的射击实
战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与师父朝夕相处的这两年多里，师
父教给我的不止是工作方法，更有为人
处世的哲理，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对待其他同志的诚恳坦然，生活作风上
的正派廉洁，都是我从他身上学习到的
宝贵的财富，我将永远把这些宝贵经验
保持继承发扬下去。非常有幸能够遇到
孔华这样的好师父，最后也希望孔华师
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师父寄语：
山高人为峰，警营处处充满挑战，

再苦也要笑笑，生活充满风波，再累也
要坚持住，世事非件件如意，总要向前
看。

【2】
兴义市公安局仓更派出所

师：李旦，从警19年
徒：蒋传贵，从警7个月

师徒故事：
第一天来到所里面，我并未见到师

傅李旦，从所里面同事的口头描述里，
我知道了我有这样一个师傅，业务能力
强，经常被抽调到市局办理专案；自律
性强，坚持每天跑步锻炼；勇于担当，
对待工作敢做，谨慎。作为一名新入职
的干警，一片白纸，在公安事业道路
上，我也想在这张白纸上写下辉煌的经
历，所以，我觉得师傅的优点正是我所
需要学习的。

见到师傅以后，发现师傅为人很和
善，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办理一个危险驾
驶的案子，由于我的粗心，将一个报告
填写错了，导致我们又要重新提报告，
本来已经很晚了，大家都很累了，原本
以为师傅会批评我，但是师傅放下手里
的事过来很和善的教我，这种报告应该
怎么写，要注意什么细节，容易出现什
么问题。经过这次以后，我自己告诫自
己在工作中一定要细心谨慎。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很感谢师傅
对我的教导，帮我在我的公安道路上铺
好了牢固的路基，我也会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一步一个脚印的在公安道路上
砥砺前行。

师父寄语：
慎独自律，严于律己。希望你在今

后的道路上，严格要求自己，用行动为
公安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兴仁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师：王永英，从警37年
徒：向超，从警6年

师徒故事：
2018年3月，我和王永英师父同时从

派出所调整到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有组
织犯罪侦查中队。初次见面，师父给我
的印象是严谨、认真、负责、讲奉献、
敢担当。

认识三年多了，王永英师父带我办
理了十余起黑恶势力案件、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从不知道如何办理有组织犯罪

案件到敢于办理这类案件，从不会办理
新型团伙案到有思路地办理这类案件，
取得的成绩离不开王永英师父的耐心指
导和精心栽培，感谢王师父。

师父寄语：
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

甘于奉献、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具有
谋士的策略、战士的意志，在执法办案
中能独当一面，努力做一名能征善战的
公安卫士，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宗旨。

【4】
安龙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师：裴关宁，从警16年
徒：刘翔，从警3年

师徒故事：
跟随我的师父一年多以来，印象最

深刻的是我第一次和师父勘查我人生中
的第一起道路交通事故。

我记得是2019年11月25日，那时我
刚从事事故处理工作一个多月。在出警
途中师父对我说：“一会儿到现场你先勘
查。”我突然就紧张起来，毕竟是我第一
次勘查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到达现场
后，摆放好警示设施，设置好安全区域
后，我和师父一起进入现场开始勘查，
当时我非常紧张，担心自己勘查不好。
师父宽慰我说：“不用紧张，慢慢勘
查。”我勘查结束后，师父耐心地指出我
在勘查过程中许多不足之处，边说边带
着我又重新对现场进行了一次复勘，期
间给我说了许多勘查现场时必须注意的
地方和一些勘查小技巧。

自此后，师父每次在带我勘查现场
时都会细致的教导我，有时候也会让我
独立的去完成一个勘查任务，然后他再
点评指导，在师父的教导、指导下，无
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上，我都受益匪
浅，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师父寄语：
师父领进门，修行看个人。希望你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牢记“对党忠诚、
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十六
字，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5】
贞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

师：徐鹏，从警14年
徒：朱江，从警5年

师徒故事：
经过了在贞丰县公安局龙场派出所

两年多的磨练，2019年12月我有幸加入
到这支打击违法犯罪的尖刀队伍——贞
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在这里我也遇到
了我的师父：徐鹏。

“拿这本卷宗好好看一下，看完之后
把你的想法写下来。”这是我师父徐鹏给
我说的第一句话，没有多余的话语，也
没有多余的表情。我接过师父递过来的
厚厚的卷宗，老老实实用最快的时间把
这本卷宗仔细的看了一遍，边看边在笔
记本上记录要点和自己的想法。第二天
我拿卷宗还给师父的时候，把我在笔记
本记录上关于这个案件的一些想法给他
看，师父看了之后说了一句“不错，好
好干。”从此我便开始跟着师父东奔西跑
的收集案件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审
讯、采取强制措施直到案件起诉。到现
在，在师父的带领下，我已办理了上百
起刑事案件，盗窃、抢劫、电信诈骗等
等，在案件办理的过程中也能独当一面
了，但是师父经常对我说的还是那句：

“不错，好好干！”
师父寄语：
公安工作，要立足本职，从小事做

起，多听、多看、多学，提高责任意
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6】
普安县公安局盘水派出所

师：刘强，从警5年
徒：毛胜，从警2年

师徒故事：
2020年7月，我从普安县公安局刑侦

大队来到盘水派出所成为一名办案民
警，来到派出所的第一天我就认识了我
的师父，我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他的办
公室，他让我先坐着，我就坐在沙发上
看着他忙碌的身影，心想：为什么一大
早就能这么忙碌？

伴随着一起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
我越来越能理解师父，他每天都把工作
排得满满的，并尽可能的要求自己把所
有事情都做好，对我也一样。在办案
时，常常辗转多地，日夜摸排蹲守，但
他从不言苦言累。从他的身上，我学到
的不仅仅是业务知识，更是一股韧劲、
一种责任、一种想把每件事情都做好的
决心。

师父寄语：
有幸遇见，并肩作战，愿初心得

守，不负韶华。

【7】
晴隆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师：陈贵祥，从警28年
徒：吴学萍，从警6年

师徒故事：
2020年6月，我被调整到治安大队工

作，负责治安管理和民爆物品专管工
作，面对一个陌生的工作领域，我心里
十分忐忑。在局党委的安排下，我与陈
贵祥同志顺利成为师徒。为了帮助我尽
快熟悉民爆物品管理的各个流程，师父
不辞辛劳的从箱子底里和公文里找出一
叠叠有关民爆物品管理的资料让我学
习，在我遇到难题时耐心的指导我、与
我交流沟通。在师父细致入微的指导
下，我很快进入角色，少绕了很多弯路。

在我的眼中，师父是一个勤勉敬
业、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的长者，是一
名恪尽职守、攻坚克难、忠诚履职的好
警察。多年来他始终坚守在一线工作岗
位上，靠踏实工作、清白做事、老实做
人感染着身边人，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
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时刻激励着我
做一名“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
正、纪律严明”的人民警察。

不知不觉间，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我俩师徒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接下
来的时间里，师徒的故事还将继续书写。

师父寄语：
不忘初心，铸牢警魂，坚守底线做

好一名新时代合格的人民警察。

【8】
望谟县公安局油迈派出所

师：吴文彬，从警6年
徒：汪飞，从警7个月

师徒故事：
2021年2月入职，我很幸运的来到望

谟县公安局油迈派出所，很幸运的遇到我
的师父吴文彬同志。我师父个子高，肤色
白，说话幽默风趣，待人真诚，万事考虑
周到，做事认真负责，打击违法犯罪的时
候从不含糊。从未接触过警务工作的我在
第一次见他时，还产生了些许紧张的情
绪，担心自己做不好工作，担心自己会给
师父留下不好的印象。但我自己暗自下决
心，一定要跟着师父好好学习。

在随岗学习这段时间里，师父对我
倾囊相授，教我派出所内勤工作、户籍
工作，带我参与矛盾纠纷调解和办理案
件，教我熟悉和操作各类警务系统，他
在一旁指引我。我入职学习实践时间不
长，短短几月，从零经验到现在，内
勤、户籍等工作已能独立完成，已熟知
各大公安应用系统并能准确录入、无误
快速查询对比。我也期待着在接下来的
工作中更快和更多的进步，能够独立完
成案件办理是我接下来的学习目标。

师父寄语：
作为基层派出所民警，我们与人民

群众最近，为了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问

题，我们什么都要学，什么都要会，要
大胆去开展工作，要保持入警初心。入
警前三年是学习黄金期，不懂要多问，
勤于钻研，勤于学习，在今后工作中无
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能迎刃而解。希望
你能早日学有所成、能独当一面，坚决
以“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宗旨开展工作。

【9】
册亨县公安局者楼派出所

师：蒲启江，从警21年
徒：卢兰君，从警7个月

师徒故事：
2月20日，我正式到册亨县公安局者

楼派出所上班，被分配到城区派出所，
我感到幸运，最主要的原因是城区的生
活丰富多彩，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幸
运中包含了更艰巨的任务：以行业场所
管理为例，者楼派出所辖区的工作内容
很多。多亏我刚入警就遇到了一个好师
父，公安机关素来有以老带新的好传
统，但所长亲自带我，这份荣幸格外不
同。我对师父的第一印象是“博”和

“严”，“博”主要体现在他是真正的多面
手，派出所业务没有他不精通的，每一
样都能如数家珍，“严”包括了严格和严
谨，对自身要求严，对队伍管理严，工
作态度一丝不苟。户籍服务管理、行业
场所管理、疫情防控等等，师父全都手
把手教我，由于师父业务精通、从严要
求，我学得也就比较快，虽然才半年的
时间，我在一些工作上已能独当一面。

师父寄语：
基层派出所的工作千头万绪，最要

紧的是理清思路，分得清轻重缓急，决
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内勤民警不应由
所长推着去干工作，而是要善于在工作
中归纳总结，从而为所长的工作决策提
供参考，推进各项工作不断完善。

【10】
黔西南州公安局义龙公安分局顶效

派出所
师：李杰，从警23年
徒：陈涛，从警7个月

师徒故事：
第一次见到李杰教导员是在 2021 年

初，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满头的白
发、和蔼可亲，单位里的领导同事都称
他为“办案高手”，很荣幸我成为了李杰
教导员的徒弟。

每一次与师父出警，走平台、抓
人、审讯嫌疑人、制作卷宗，虽说过程
艰苦，但是有师父的支持与鼓励，我才
得以少走弯路，快速成长。他曾给我
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今日事今日
毕，工作上的事情决不允许有任何拖
拉。”师父对待每一次出警，每一个案件
都做到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在不断学
习的路上，师父为我打磨棱角、树立标
杆，让我的业务能力迅速提高。

师父不仅是我业务上的“领路人”，
更是我思想上的“指南针”，每当我对工
作感到迷茫时，师父总会和我分享他刚
入警时的往事和心路历程，让我以豁达
的心态去面对工作、生活。在师父的关
爱下，我也顺利度过了从警之初的迷
惘，干工作也更加踏实、努力、坚定，
取得的进步也更多，感谢“师恩”。我想
成为像他这样的人，一个踏踏实实工
作，勤勤恳恳为民的警察。

师父寄语：
滴水穿石并非力量大，而是功夫

深，成绩优良不是天资高，而是学习勤。

后记
悠悠师徒情，平凡铸忠诚，师父，

是在困难时候，伸出双手拉你一把的
人，是在成长路上，对你谆谆教导的
人，是如同父爱般，精心培育你的人。

在警营里还有很多对师徒，亦师亦
友，继续着他们的师徒故事。

前几天，同事发了 《黔西南日报》 上一篇散文给我
看，是我的高中同学沙玲写的 《故乡与远方——我的晴隆
岁月》，文中写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们高中时候母校晴
隆民中的老师、同学，以朴实的言语悼念逝去的老师，回
忆当年的点点滴滴。看了这篇稿子，不禁让我的思绪又回
到了那些让人难以忘怀的岁月，又想起了那时的学校、老
师、同学，以及那些青葱岁月中的师生情、同学情。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晴隆民中聚集了一帮60年代的大
学生老师，他们的教学水平很高，对学生也极其负责，因
此这个地处边远，贫穷、落后地方的学校教学质量出奇的
好，高考成绩一度超越兴义一中，许多外县的学生都到晴
隆民中去读书。

我是1982 年上的高二，我们是最后一届高二就毕业参
加高考的，之后高中就改成三年制了。那时贵州高考的录
取率是 25%，而晴隆民中的录取率远高于这个比例，我所
在的高二 （三） 班，共有 72 名学生，高考后除了 1 名同学
没考取复读了而外，71名同学都考上了中专、大专、大学
本科，重点大学的占了差不多五分之一。我们的老师有教
政治和数学的刘钟诚老师、教语文的徐胜兰老师、教物理
的唐之枢老师、教化学的姚先正老师等，还有校长郑希罗
老师，以及经常敲钟和给我们训话的教务处主任“陈干
巴”陈瑞昌老师。

那个时候非常艰苦，住校的学生是十多个人住一间，
没有洗澡的地方，没有厚的被褥，学校食堂吃的经常是包
谷饭和土豆莲花白煮汤，汤上有时漂着菜虫，要先吹开才
能喝。有的同学家庭困难，衣服一年到头只有两件，鞋子
只有一双，洗了没干就打两天光脚。从普安农村来的张永
鹏同学，冬天都只穿两件单衣裳，一双解放鞋就没见他换
过。他到晴隆民中插班前从没学过英语，但跟着我们一起
学了一个学期后，英语居然能考70多分，我严重怀疑应永
恒老师给他开了小灶。后来，张永鹏考取了对英语要求很
高的华西医科大学。

老师们很尽心，对家庭困难的同学都很照顾，学生们
也很努力，感觉不好好学习都对不起老师。

我在我们班算个奇葩。高一的时候成绩很好，尤其是
政治和语文。刘钟诚老师教政治，他能够把政治经济学讲
得深入浅出，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概念在他
口中变得浅显易懂，让我们喜欢上政治课。徐胜兰老师教
语文，我非常喜欢听她的课，她对作文的讲解总是能让我
找到一些新的思路和情感注入在作文中，她经常把我的作
文拿在班上念，同学们羡慕不已，我也暗下决心要读文科。

但在高二分科的时候，父母不让我读文科，他们认为
成绩不好的才读文科，我不得不进了理科班，然后高二我
就逆反心理作怪，只学政治、语文、历史、英语等文科课
程，把数理化甩在一边，根本不好好听课，更不把时间用在理科课程的复习
上。教物理的唐之枢老师发现了，找我谈过，我犟得很，没听他的。最后我以
语文全县第一、政治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取贵州大学数学系，无缘重点大学。

搞笑的是，虽然我的总分超过贵州大学录取分数线 50 多分，但数学才考
30 分。进了大学后我就提出转中文系，否则就想退学复读。好在学校给我单
独考了次作文后同意转到下一年级的中文系，所以我是考取数学系却从中文系
毕业，别人上大学本科是 4 年，我是 5 年，同学们戏称我是贵州大学预科班
的。有时回母校，听学弟学妹们说老师把我们这一届的学生的努力当成榜样教
育他们，我都觉得怪不好意思的。

晴隆民中在雕楼坡脚，坡上有很多坟墓，从县城到学校要路过坟墓边。那
时候晚上要上自习，不住校的同学下晚自习后要经过雕楼坡那片坟地才能回到
家。有一天下晚自习后，我和杨萍、李凌、小六妹几个女同学冲上前，到雕楼
坡的坟地里躲起，男同学过来的时候，正好明亮的月亮突然被一团乌云遮盖，
天一下就黑沉沉的，我们在坟地里发出阴森的怪叫，吓得男同学们叫起来，撒
腿就跑，有两个摔倒了爬起来又跑。

第二天晚自习的时候，老师进教室来训话，说同学们要团结，要互相帮
助，特别是男同学要保护好女同学，下晚自习回家路过雕楼坡坟地的时候不准
吓唬女同学，只听男生一片“咦”声，我们几个捂嘴憋住，差点笑出声音。

我把这些小故事在同学群里分享，勾起了不少同学的强大记忆，回忆想起
好多当年在晴隆民中时的趣事。

现在仍当老师的罗兴龙同学说了两三个小故事。
高一的时候有一次上午的数学课上检查作业，全班有十几个同学没完成数

学作业，被刘忠诚老师全部弄到讲台上挤满了整个讲台，一顿的批评，其中不
知哪个同学没忍住笑了一声。刘老师更生气了，道：“你还笑，我都要哭了你
还笑。”然后我们看到刘老师好象鼻子一酸，眼框都红了。全班同学吓得大气
都不敢出。

我们那个时代学生再调皮捣蛋，一旦老师脸色不对，就会有畏惧感。高一
的时候，有一次是物理课，唐之枢老师怱怱赶来，一看黑板没擦，又四处找不
到黑板擦，于是大声问道：这黑板拿什么擦啊？下面代文波同学大胆冒出一
句：用手擦！刚好被唐老师听到，直接点名：代文波！到！擦黑板！代文波拿
着一张纸赶紧上去擦起黑板来。唐老师一声吼：用手擦！代文波吓得赶紧把纸
丢了，乖乖用手认真擦了起来。全班都忍不住笑起来。

有一次物理测验全班整体成绩都不理想，唐之枢老师发完试卷，接着一通
批评。大家都有点垂头丧气的，气氛有点压抑。唐老师好象也感觉是不是话说
得重了，打击了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就一本正经说道：真的猛士，敢于直面
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大家一听，这不就是徐胜兰老师给我们
布置的背诵课文段落的任务之一吗，于是气氛又轻松起来，精神饱满地聆听接
下来试卷讲评课。老师们真的很用心用情对待学生。

在四分监育新学校当老师，教育犯人改过自新的何兴恒同学也说了当年让
人胆战心惊的一件事。沙玲同学是我们班团支部书记，她胆子大。高二快毕业
时，她提议组织全班同学春游，让大家放松放松，几个班干都同意，同学们都
响应。当时也没敢给学校报告，就在一个没上课的星期天早上，悄悄从学校出
发，经东街、过西门下坡，翻山越岭走了 7、8 公里的样子到达西泌河，一路
欢声笑语。先是下河戏水、观景，后汇集到西泌河桥上照相留影。旷浪生同学
负责照相，他把相机放在桥礅上，我们还没站好队，只见他抱着桥礅，看着相
机说：“给你们五秒钟，管你们哭也好笑也好，我就照啦！”话音未落连桥礅带
人跌落下坎，当时我们吓呆了，回过神往下看，只见旷浪生爬卧在距桥面下约
十多米的河岸处。几个男同学迅速攀爬下去将旷同学抬上来。当时旷同学处在
昏迷中，见他大腿处裤子破了，大腿上一个大口子血流不止。沙玲一边就叫人
掐他人中，一边给伤口处止血包扎，干练沉着，有条不紊 （后来才知道，沙玲
的父亲是当时州卫校的校长，所以她大抵是懂得些急救知识的）。在路边等了
约两个小时，拦到一辆拖拉机，在同学们恳求下师傅终于答应载送，我们找一
些草垫着，将旷同学抬上拖拉机，由几位女同学护送到医院。这件事并没有掀
起什么大波，批评是被批评了，但没谁被处分，想来是因为高考临近了，学校
对我们学生的保护吧。

那个时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高考才恢复没几年，我
的老师们很珍惜工作的机会，也保持了一种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的奉献精神。他
们满腔热忱地投入教育事业，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既严厉、又关怀，
既教书、又育人，既用心、又用情，我们有幸在那个时代成为他们的学生，也
是他们的作品，在他们的教导下考上大学，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我们永远感恩
这些老师。

大学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现在都已经年过半百，每每有所联系，总是会
回忆当初的老师如何如何操心我们的学习，如何如何关心我们的成长，感怀之
情溢于言表。近 40 年过去，刘钟诚老师走了，应永恒老师走了，郑希罗老师
走了……每次听到这些老师离开的消息，都要难过好几天。好在还有些老师健
在，徐胜兰老师、唐之枢老师、姚先正老师等仍能与我们在微信群里聊天、交
流，深感欣慰。

80年代后期，刘钟诚、唐之枢、徐胜兰等老师调离后，他们留在学校的传
统根基仍在，晴隆民中始终在全州还保持着很好的声誉。我的同学罗兴龙、杜
月美等，大学毕业后选择了教育职业，30 多年初心不改，三尺讲台春夏秋
冬，培养一届又一届大学生。

忆
晴
隆
民
中
的
点
点
滴
滴

方
先
红

警营师徒故事：我和我的师父
李 洁

在警营，新警出征，必有一名师父
领路，巡逻、出警、训练、办案。

师父与徒弟一起并肩作战，作为老
师，他们言传身教，传授业务知识和实
战经验；作为徒弟，他们领悟担当，从
见习警察成为业务骨干。警营的领路人
与传承者，在薪火传承中结下浓厚的师
徒情谊，一起来看看警营师徒的故事。

朱江与师父徐鹏（左）并肩作战 娄辉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