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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南岸
警察故事

一
幼儿园、学校、加气站、公租房……
随着汽车慢慢向前滑行，所过之处，他

滔滔不绝，讲述着与这些地方的传奇：
学校里，给孩子们讲解安全知识；
加气站，有人打架，第一时间出现在现

场，制止冲突；
公租房，调解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
这些故事繁杂而琐碎，像地铁站流动

的风景，每天都在上演。
他是一名社区民警，很普通。普通得

就像冬天里飘落的一片叶子，化作春风雨，
滋润大地，悄无声息。

他叫付敏，祖籍陕西，今年30岁，重庆
南岸区天文派出所警长。

他曾获二等功一次；三等功四次；2014
年被中央文明办评为乐于助人“中国好
人”；还荣获市委宣传部、市公安局授予的

“爱民模范交巡警”称号、“重庆市公安机关
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一个个荣誉，像一个个光环罩在他的
身上，像他头上的警徽闪闪发亮。

二
群众的事无小事。作为一名警察，为群

众排忧解难，义不容辞，这是付敏的信念。
2010年10月，重庆的冬，比以往来得

更早一些。清晨六点过，天还没亮，下着蒙
蒙细雨。南坪汽车枢纽站，几辆从巴南等外
围开进来的早班车，停停靠靠，冷冷清清。

雨越来越大，打湿了站台，向阶沿上扑
去……

阶沿上，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守着一个
背篼，背篼里装满了南瓜、大米，看见不停的
雨，她不断地四处张望，显得茫然、无助。

这一幕，刚好被正在执勤的付敏看在
眼里。

他毫不犹豫，走上前去，向老人了解情况。
原来，老人姓张，今年八十五了。
一大早，老人背着一大背篼农产品，从

巴南赶过来，原本是进城来看望多年不见
的亲友，没想到，刚出车站，就遇上下雨，一
时迷失了方向，不知该怎么办。

根据老人手中的地址和电话，很快，付
敏联系上了其亲友，但却在十几里之外，还
要转两三次车。

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又没带伞，付敏
决定将她送到其亲友所在小区。

当要到目的地时，由于该小区刚刚兴
建，周围都是工地，又遇几日雨水连绵，道
路泥泞，车子根本进不去。付敏蹲下身，一
使劲儿，果断背起背篼，右手牵着张婆婆，
踩着泥泞，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

帮人帮到底，他要把婆婆送到亲友家中。
背篼，对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来说，是

一种乡愁。
但此时，对付敏来说，却是一种责任和

担当。

天亮雨停，霞光穿过对面高楼缝
隙投射过来，照射在背篼上，恍惚中，
那背篼里，装的不再是南瓜，也不再
是大米，分明是满满一背篼的爱！

在爬小区那段斜坡时，付敏的脊
梁，弯成一张弓，背上的背篼直直地冲
向天空，刹那间，那背影高大起来，像一
座巍峨的大山！

而这高大的背影，正好被一位上早班
的网友拍了下来，发布到网上，很多网友被
感动得稀里哗啦，纷纷点赞、转载。

从此，“背篼哥”一夜流行，传为佳话。

三
是“背篼哥”，也是“追逃哥”。
打电话就能抓到逃犯？人们都不相

信，但付敏就是这样的人。
2011年7月，江北某小区发生一起入

室盗窃案，300元港币和100元人民币被
盗。案件发生后，两名犯罪嫌疑人相继落
网，但张二娃(化名)却一直逃亡在外。11
月，网上对其发布追逃令。

“盗窃金额并不多，如果自首还能争取
宽大处理，为什么要逃呢?”看到张二娃的
追逃信息后，付敏思索着如何将张二娃规
劝回来。

经调查，张二娃父母就住在自己负责
的社区，于是，付敏决定先从张二娃的家人
入手。

第二天，付敏敲开了张二娃的家门。
和两位年迈的老人促膝长谈之后，付

敏才知道老人们身体都不好，而且，还有两
个孙子。一家人生计，全靠儿媳妇小红在
外打工维持。

“我始终相信，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
人，可能会做错事，但他绝不会是个‘烂
人’，他只要自首，说清问题，法律一定会减
轻处罚！”通过多方打听，终于找到张二娃
妻子的手机号，一番权衡，付敏给对方发出
了一条短信。

“谢谢你！”没想到，一直不露面的小红
回了信息。

付敏知道，自己的诚恳打动了他们。
最终，付敏将张二娃成功劝说回来投

案自首。
劝说看似简单，其实，除了面对无数次

的“闭门羹”“摔电话”“冷嘲热讽”之外，背

后的默默付出，只有付敏才知道。
一个劝说，就算打上百个电

话，拐弯无数次，只要有一线希
望，付敏都不会放弃。

作为一名从陕北走出来的汉
子，付敏身上既有北方人的豪爽、

大气，更有一股韧劲儿。正是凭着这
股韧劲儿，在担任社区民警不到两年里，利
用业余时间，成功劝服30多名网上逃犯投
案自首。

当看见一位位被规劝回来的逃犯，抱
着家人，掩面失声痛哭时，付敏眼睛也跟着
潮湿了……

四
天文大道上的公租房小区特殊人群

多，人员流动大，治安防范难。
作为该社区警务室一名警长，几乎每

天都会面对鸡毛蒜皮的纠纷。不到两年时
间，付敏调解案例840多次，成了远近闻名
的“调解专家”。

绝大多数纠纷，在付敏调解下，都能达
成共识。

但也有例外。
前段时间，付敏就遇见一次，最后还带

回一只鸡，让人哭笑不得。
那天刚上班，就接到报警，说小区有群

众寻求帮助，为杀鸡的事。
付敏和同事迅速赶到超市里，看见围

着一群人，乱哄哄的，正在争吵。
拨开人群，一番了解，才知道一中年女

士杀了只鸡，但认为鸡的油不够黄，不是土
鸡，就不要了。超市没办法，选择了报警。

付敏想了想，叫服务员拿来饲料鸡的
油对比，发现饲料鸡的油泛白，女士杀的鸡
油，明显要黄些。

“这油是黄色的嘛！”付敏拿着鸡给女
士看。

“我们那个土鸡，比这个油黄得多！不信
我们去长生桥杀只来看！”中年女士嗓门大。

“长生桥的鸡土，以后你到长生桥去
杀。现在鸡都杀了，卖家造成了损失，就应
该买了！”付敏耐心讲解道。

“土鸡和饲料鸡有区别。土鸡的毛柔
顺，毛孔细密，皮肤泛黄，饲料鸡皮肤呈乌
白色！”这时，服务员抓来一只活鸡，向大家
解释起来。

付敏顺手提过来，仔细看了看，鸡在他
手中嘎嘎叫着。

“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都来杀，怎么办呢？”
“各人选的鸡，喊别人杀了，却不要，讲

不讲道理嘛！”
围观群众议论起来。
“除非少点钱我才要，我只给22块！”

看见大家都在议论，女士讨价还价。
“如果你认为这只鸡不是土鸡，可以到

消委或者工商所等相关部门去投诉！超市
明码实价，是不讲价的！”看见28.8块一斤的
土鸡，她只给22块，付敏把话茬接了过来。

“不少价，我就是不得要！”中年女士耍
起横来。

“算了！这只鸡我出钱买了！给我包
起！”上午正是超市营业高峰期，扯下去也
不是办法，付敏大手一挥，做出了这个决定。

五
从感人的“背篼哥”“追逃哥”，到走街

串户的“调解专家”，再到一名家喻户晓的
警长，付敏已经从警十年。

十年磨一剑。如今的付敏已被一个亲
切的绰号——“付sir”代替。喊的亲切，听
起来，温暖！门锁坏了，孩子走丢了，坝坝
舞扰民了……居民都会想到找他。

俗话说，一位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位
好女人。在付敏的背后，有一个温暖的家。

父亲当兵二十多年，外公也是军人，曾
参加抗美援朝。付敏骨子里，既有父亲的
豪爽、正直，更有母亲的正义和善良。

背后支撑的力量，除了父母，还有贤惠
的妻子。结婚十二年，他一心扑在警务
上。他写道：我愿如星卿似月/清辉夜夜伴
分明……

诗句表达了付敏全部的情感，有愧疚，
有相濡以沫的爱。

午后的阳光正好，温润、祥和。
“警察叔叔好！”
“小朋友们好！”
放学的孩子挥着小手，向路边执勤的

付敏打着招呼，欢跳着，走过斑马线。
阳光正好照在那枚庄严的警徽上，熠

熠生辉，闪闪发光……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警徽闪耀
糜建国

仲秋的一个晴朗早晨，朝霞满天，学校
办公楼及其广场上的鸽子特别吸人眼球。

鸽子迎着朝霞，开启了它们一天的快
乐生活。它们或排列于办公大楼正面约10
米高的浅黄色外墙腰线上，或排列于大楼
一侧约2米高的孔雀小屋顶的边沿上，更多
的鸽子，大概几百只吧，在大楼前的浅黄色
广场上，享受着它们的休闲时光。三处鸽
子以它们独特的方式圈定了它们的立体休
闲活动空间，不时有三处鸽子换位的情形，
换位的飞翔都是缓慢而有韵律的。大楼腰
线上和孔雀小屋顶边沿上的鸽子密密麻
麻，有默默地打望着同伴和行人的，有弯着
脖颈用自己的粉红小嘴挠挠自己的胸部和
背部痒痒的，有梳理自己零乱羽毛的。广
场上的鸽子数量最多，神态各异：有三五成
群悠闲散步的，有七八聚集谈天说地的，有
独自穿行于鸽群之间倾听谈资的，有“咕
咕”哼着自编幸福小曲儿得意洋洋的，有精
心梳理自己羽毛梳妆打扮的。闲适、慢生
活是它们活动的主调。

阳光照耀下的鸽子尤其洁白无瑕，洁
白无瑕的鸽子装点着浅黄色的办公大楼及
其环境。满眼清爽契合了不少行人仲秋晨

景的愿望，欣然驻足沉醉观赏、激动地举起
手机拍照留念，鸽子入镜，人鸽同框，美妙
至极！

广场上一白一花的两只鸽子引起我强
烈的好奇，足足观察它们近20分钟，追随它
们的脚步拍下了几十张照片。我对它们的
关系比较肯定，或是热恋中的情侣，或是三
观高度一致情投意合的终身伴侣。鸽子是
一夫一妻制的鸟类，一旦配对就感情专一而
忠诚，形影不离。白色的鸽子比较普通，而
花鸽尤其特别！远观，万白丛中一点黑，特
别醒目。据资料记载，它是漂亮的黑灰麒麟
花鸽，全身羽毛以黑色为主，颈毛为深紫色，
缠绕腹部一圈约3厘米的腰带花纹酷似神
话中的麒麟鳞片，眼砂为金黄色，脚爪为粉
红色。花鸽个大，特别帅气、还很有气质！
白鸽体型稍小、走在前面，花鸽体型稍大、很
绅士地女士优先地紧随其后。它俩时而碎

步横向漫步，时而大步纵向急行，但前后顺
序从不改变，始终是白鸽前花鸽后。并且它
俩都心无旁骛，谁都不受周围鸽群的诱惑，
从不分开，始终相伴。走路的姿势和神态保
持高度协调，时时处处洋溢着温馨浪漫、幸
福美满。时而，花鸽低着头、缩着脖子、翅膀
紧贴着身子，有意矮化自己的个头，将自己
护花使者的角色扮演得十分精准；这时的白
鸽心领神会花鸽的用意，抬头立腰，尾巴几
乎接近地面，甜蜜地、得意地迈着大步，似大
把大把地撒狗粮，让周围的单身同伴羡慕嫉
妒。当附近鸽群中有注目白鸽者时，花鸽不
由自主地加快脚步，更加近距离地特别精神
地走在白鸽的身后，似宣示我是白鸽唯一贴
身保镖。此时，一辆自行车从它们身后疾驰
而来，它们默契地几乎同时张开翅膀，扑棱
棱便迅速飞离了广场地面，依然是白鸽前花
鸽后地飞往蓝天白云。

上课预备铃拉响，观赏鸽子的人们急
速离开，也惊飞了广场上的鸽子，空中充满
着急促的振翅声。广场恢复了平静，阳光
依旧灿烂。

（作者学校：重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与
管理学院）

浪漫的广场鸽
吴晓蓉

这是一个刻着父兄命运的老街
我不喜欢叫“古镇”
很多古镇被现代人复制孪生

我的水土老街只是依偎着嘉陵江
老街坊还在板壁边摆龙门阵
卖香烛钱纸和菩萨像的阿姨
面如菩萨 衣褶旧旧地皱眉
父亲从前的码头有拖船驶过
浪头复沓在儿孙的漫步里
年复一年

老街很窄 飘着烟火
青石梯转过身书写颜体之字
深巷更深处还有酒窖
茶馆在十几年的光景里
丢了尖细的长嘴壶
我时不时迷路在父亲住过的老木楼
以及背后的夹壁房
牵着母亲的手或者跟在嫂子身后

一棵棵结着疙瘩的老树
挂着鸟笼 八哥嗤笑我
我才不在乎它看穿发傻的青春
母亲熬了糯米红枣粥
老街以及家
依偎在嘉陵江的清波荡漾中
保持亘古的安暖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水土，
保持安暖

龚会

诗 / 绪 / 纷 / 飞

城 / 市 / 漫 / 记

▲付警长给孩子们讲安全知识（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