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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行为我践行·斑马线前我让行”
倡议书
近年来，我市“礼让斑马线”活动
车让人，让出文明安全。公交车辆
取得丰硕成果，尤其在公交车“文明礼
主动喊响向我看齐口号，在遵守“5321”
让斑马线”的示范引领下，“礼让斑马
礼让操作法基础上，遇行人非机动车过
线”已成为宁波文明城市创建的一张靓
斑马线，50 米瞭望减速、30 米观察降速、
丽名片。《宁波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20 米判断确认、10 米停车准备，在斑马
将于 7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为此我们共
线前 3 米停车礼让。出租车、社会车辆
同倡议广大交通参与者一起做到“文明 “礼让斑马线”以公交车文明礼让为标
行为我践行，斑马线前我让行”，并自
杆，做到公交让，我也让，公交停，我也
觉向公交车看齐，开文明车、走文明
停，坚决杜绝公交车辆礼让而社会车辆
路，文明礼让斑马线，共同营造文明礼
不礼让造成行人过街困难，甚至发生交
让良好氛围。
通事故的情况发生。人让车，让出文明

坚守正义，不负使命

毛伟恩在录入案件信息。 记者 崔引 摄
他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信条，
以自己坚定的信念与追求，
坚守正
义、
不负使命，
述说着对公安事业的
热爱，
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他就是分管治安打击工作的
宁波市公安局江北分局慈城派出
所副所长毛恩伟。在江北，很多
人都知道慈城派出所有个“拼命
三郎”，从警十余年来，他侦办各
类刑事治安案件 500 余起，抓捕
违法犯罪嫌疑人 900 多名，其中
包括多起省公安厅、市公安局督
办案件，让犯罪分子闻风丧胆，让
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5 月 15 日，慈城派出所联合
多 部 门对一处赌博窝点集中抓
捕，
在抓捕现场有一个特别显眼的
身影，
一边用纱布吊着一只胳膊一
边果断指挥抓捕，他就是毛恩伟。
他刚刚在医院做完手掌钢板取出
手术才不到 2 天就提前出院，
亲自
指挥这次行动，又连夜审讯，被同
事戏称为
“断臂指挥”
。
2012 年，在一次行动中，为
获取嫌疑人信任，毛恩伟假扮工
程老板将嫌疑人约至包厢。
谁知，毛恩伟曾在调查另一
起案件时与其见过面，对方知道
他是警察，眼看身份被揭穿，毛恩
伟展现出沉稳机智，举起酒杯不
慌不忙地向对方“诉苦”，编造自
己身为公职人员违纪经营工程项
目，现在别人拖欠 40 万元工程款
不方便出面追讨的“故事”，请对
方帮忙解决，并允诺给予丰厚报
酬。毛恩伟的冷静和解释令对方
深信不疑并放下了戒备。稳住场
面后，
毛恩伟一边跟对方称兄道弟
举杯畅饮，
一边悄悄通知早已守候
在外的特警队员迅速冲进包厢将
嫌疑人成功抓获。

调查案件中，类似的危险还
有很多，嫌疑人对他试探、带他兜
圈子，都能被他对付过去。一次
打击毒品犯罪行动中，
他假扮
“慈
溪老板”
，
利用一帮混社会的人员
想要黑吃黑吞掉卖家毒品的机
会，抓住对方急于出货的心理，
向
卖家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表
示有意长期合作，狡猾的犯罪分
子终于将隐藏在公路边绿化带泥
土下面的 200 克海洛因交到了这
位假冒的
“老板”
手里。
“我爷爷是个老革命，
父亲是
个地道的农民。我身上继承了老
一辈身上的正直勇敢和艰苦朴
素。
”毛恩伟说。由于分管打击工
作的原因，
有人想要跟他拉关系套
近乎，也有人往他身上泼脏水，
但
他始终不忘初心，坚守原则，
在调
解纠纷和处理案件中坚持依法办
案和公平原则。
2016 年，在处理一起因摆摊
争抢地盘引起的寻衅滋事案件
中，嫌疑人一边威胁受害人接受
私了，一边托关系请求公安机关
不予处理。毛恩伟了解情况后十
分生气，最终将嫌疑人依法处理，
维护了公正和法律的严肃性。
在他的带领下，慈城派出所
紧密结合辖区违法犯罪的规律特
点，不断提升打击实效，
各类业务
绩效显著提升。毛恩伟对待工作
认真负责，对待同事真诚无私，
但
他也有内心的愧疚，就是对家庭
的照顾太少，
对女儿的陪伴太少，
他说这是他对家人的亏欠。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是
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
毛恩伟用他
的工作印证了这句话。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林俊

和谐。行人非机动车横穿斑马线做到按
做起，
争做文明有礼市民，
共建共享文明
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指示的，
注意
宁波，
共创共守和谐家园。
观察两侧车辆通行，在确认安全后有序
宁波市文明办
通过，遇等候行人极少，车辆通行较多
宁波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时，稍作等候，多人通过，提高车辆通行
宁波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局
效率。
宁波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将严格规范执
宁波市城乡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法，
对不礼让行为严格处罚，
对文明礼让
宁波市东方巴士服务有限公司
典型进行褒奖；市客管局将加大对从业
宁波市公运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人员的教育管理，
要求文明行车，
规范礼
宁波市北仑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让。让我们共同携手，从“礼让斑马线”
2017 年 6 月 14 日

不做娇艳红花，甘为无名绿叶

黄江莎帮助群众办理证件。
“窗口工作琐碎，
但这小小的
窗口却是警民联系的纽带，展示
公安形象的平台。
”
黄江莎说。
自 2007 年警校毕业加入宁
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户证中心这
个大家庭以来，黄江莎一直扎根
在户证窗口一线岗位上。户证窗
口的工作没有身临破案一线的风
风火火、轰轰烈烈，
但户口之事无
小事，
它关乎民生。
户证中心作为窗口单位，女
多男少。作为女人堆里的“女汉
子”
，
黄江莎自告奋勇地当起了岗
位上稀缺的
“IT 技术员”
。系统一
旦出现死机，
窗口马上就挤满了等
候的群众，
黄江莎经常一边钻桌子
底下排查线路，
一边根据市公安局
的指令去修复系统，
经常累得满头
大汗，
但看见电脑修复后办证队伍
正常行进，
她就会舒口气。
作为户证中心年轻一代的民
警，
黄江莎这两年来，
上门频率是
最高的，
从普通小区居民楼，
到养
老院，再到医院 ICU 病房，为行
动不便的老人、自闭症的孩子和
重症患者采集居民身份证人像和
指纹信息。
她说：
“每一个提出申请上门
服务的家庭都有难言之隐，仅用
自己的一点时间和专业技术就能
为这些家庭尽绵薄之力，帮助他
们走出难关，
何乐而不为？”
最困难的一次上门服务对象
是一名患了严重自闭症并且有暴
力倾向的女孩，她用耐心获取女
孩的信任，给女孩描述自己早前
游历过的奇山异水、风土人情，
并
带她完成拍摄和指纹采集等小任
务，做出通往这些地方的证件。
走之前，
女孩父母连声道谢。
在窗口工作，难免遇到老百

记者 崔引 摄

姓不理解政策、不愿意配合，
黄江
莎 都 能 一 一 应 对 ，而 且 服 务 细
致。
“ 时刻保持耐心和微笑”是她
从事户证工作以来与群众沟通的
最大心得体会。
常年零投诉，这是怎么做到
的呢？因为她热爱工作，总是把
工作放在第一位。女儿生病住
院，
她没有一天缺勤，
用她的话来
说，就是“窗口需要我”。对她来
说没有什么上下班的时间概念，
只有按时完成任务。
G20 峰会期间，单位开展实
有人口管控专项整治工作，她一
个人负责辖区两个派出所的现住
址准确率核查工作，工作量是别
人的两倍。窗口工作人员紧张，
她就白天在窗口接待，再利用中
午、晚上和周末时间挨家挨户上
门核查，
不管白天黑夜，
不论高温
酷暑，她给自己定下的工作指标
是每天必须至少跑 40 户。
这样的自我加压下，很多天
她要奋战到 22 点才能回家，面对
高强度、高密度的工作量，
她迎难
而上，加班加点，牺牲个人时间，
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今年以来，为了更好地开展
“最多跑一次”工作，要在六月初
开通省内异地身份证办理业务，
时间短、任务急，而且面临着 12
台高拍仪的采购和安装调试工
作，还要编写办事指南和操作手
册，
黄江莎一边担任户证业务
“小
编辑”，负责编写近百条指南，一
边担任“采购员”，仔细比对几种
高拍仪型号，趋利避害筛出最佳
选项，和供应商协商在有效时间
内紧急送货，
终于顺利完成任务，
给群众带来便利。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钟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