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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特别报道

一位是紧急时刻出击的
“神枪手”、一位是整天街头巡逻的
“摩托车手”……

他们是守护城市安全的人

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徐一泓

今天是第 4 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提到国家安全，
很多人会联想到特工、
战争等，
觉得与自己关系不大。实际上，
国家安全
早就不局限于
“保卫国家不受侵犯”
的范畴，
而是拓展到经济、
社会、
生态环境、
网络空间等领域，
与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
在富阳，
就有这么一群人，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守护着城市的安全，
他们可能是军人、
消防员、
人民警察、
单位或社区安保人员、
车站安检人员、
环境保护志愿者等。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们走进公安富阳分局巡特警大队，
与防暴分队狙击手卢文超、
骑警分队
民警许舟涛面对面，
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这座城市的安全。

许舟涛：
骑警分队领头人

卢文超：
防暴队狙击手

卢文超是巡特警大队里有名的神枪
手，曾在杭州市特警系统警务技能（狙击
组）比武中获得第四名的好成绩。他多
次执行任务，用这一身本领，保护周边群
众的安全。

用狙击枪击毙疯牛
卢文超印象较深的一次任务，是在
今年 3 月 28 日，这也是他用时最短、枪
法最准的一回。卢文超说，场口、环山
片 区 有 不 少 农 户 养 牛 ，往 往 屠 宰 牛 之
前，就会发生疯牛撞人的事。
“ 牛其实挺
有灵性的，当你要宰杀它们时，它们就
能意识到。这次也是一样，牛的主人准
备捆绑牛宰杀，牛突然发狂，撞开主人
逃走。”
当天傍晚，巡特警大队接到了疯牛
撞人的消息，大队立即组成处置小组，
由蒋栋副大队长带队，卢文超携带 88
式狙击步枪前往处置。到达现场时，天
色 渐 渐 暗 了 下 来 ，天 空 中 还 飘 着 些 雨
丝，疯牛站在小溪前的在建工地上，附
近围着不少群众。
卢文超说，一开始他站的位置地势
较低，而疯牛站立的土堆高于他的位置，
这样开枪容易打不中疯牛，而且子弹也
有可能射向疯牛后方的农民居住区。于
是，卢文超快速寻找合适的射击地点。
经过初步勘查，他选择了一处高于疯牛
站立的地点，离疯牛 30 多米，射击距离
也合适。
这期间，疯牛始终与民警对峙着。
为防止疯牛有攻击行为，卢文超快速举
起 88 式狙击步枪，架在车辆发动机盖
上，瞄准疯牛头部眉心位置，一枪毙命。
整个过程仅用 10 秒钟。
“ 如果没有一枪
击毙，疯牛一般都会朝射击方向跑来，攻
击这边的人群，那样就会比较危险。”卢

文超说。

神枪手是怎样炼成的
如何当上狙击手的？卢文超说，他
原是淳安巡特警大队的民警，2017 年调
回富阳老家。
来到富阳巡特警大队后，领导根据
他的身体素质与性格特征，决定把他培
养成一名狙击手。除了射击水平外，卢
文超认为沉稳的性格与良好的心理素质
是合格狙击手的必备条件。
调整心理，卢文超有一套办法。他
说，狙击手不是超人，面对紧急情况或是
参加比赛中，情绪难免会有波动，而狙击
手又忌讳精神亢奋。
“ 因为这种状态心
跳、呼吸会加快，握枪的双手也会不自觉
抖动。”他只能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让情绪平复下来。比如，拿一本书，心无
杂念地一字字读，直到心跳慢慢恢复正
常。
卢文超说，训练的过程无非是拿着
4.1 公斤的狙击枪，按照坐、立、卧、跪各
个姿势开枪射击。有时训练时间会持续
十几个小时，特别是烈日炎炎的夏日，他
要趴在滚烫的地面上纹丝不动地对准百
米开外的靶子。等他回过神来，紧贴地
面的双臂可能已经烫伤了。
卢文超性格沉稳，偏于内向，不善于
在人前发言。但 2014 年大队交给他一
个新任务，担任大队的枪械教官，这可给
他出了个难题。
“第一堂课我都不知道说
了些什么，讲了前面忘了后面，在讲台上
都有些站不住了。”为了克服自己的弱
点，之后每次上课，卢文超都精心准备，
“上课讲的每句话都写下来，不管是提问
还是停顿，一处不漏”。课上着上着，教
学效果越来越好，2015 年卢文超还评上
了杭州市优秀枪械教官。

如果你在城区街头看到穿着骑行
服、开着黑色摩托车的人，那么这就是巡
特警大队的骑警分队了。而许舟涛就是
这支队伍的领头人。
外人看起来骑警很拉风，但这份工
作做起来却不容易。遇到重大执行任
务，无论刮风下雨、烈日暴晒，许舟涛与
队员都要上街巡逻。许舟涛说，到了夏
天，他们都要给摩托车浇浇水，然后才敢
跨上它，否则皮肤一不小心就烫伤了。
而寒冬来临，狂风猛吹，队员们又常常会
反复感冒。
“有一次，白天上完班，晚上又遇到
集中统一行动，在摩托车上整整要骑十
几个小时。等我双腿站到地上时，伸都
伸不直，一直发麻，站了好久才缓过来。”
许舟涛说，这是双腿紧贴不停震动的摩
托车发动机引起的，之后为了减少这种
情况，
他会选择下车徒步巡逻一段。

许舟涛说，骑警分队成立于 2017 年
9 月 1 日，当时主要负责 G20 期间的应急
处置和日常巡逻防控。后来发现摩托车
在城市道路交通中具有快速、便捷的特

点，能快速处置暴力犯罪，也能将服务管
理融于其中。
“我们只处理简单的交通事
故，凡是涉及伤人的都要交警处理，更多
的时候我们是在服务群众。”

场景一：追查路上可疑车辆

场景二：快速处置路上突发状况

场景三：服务有需要的群众

许舟涛说，去年他带队巡逻到恩波
大道新车站路段，发现一辆停着的宝马
越野车占据了整个非机动车道。
“车的后
备厢还是掀起的，严重影响了非机动车
的正常通行。
”
许舟涛他们找了一圈，看到司机竟
然在路边擦皮鞋。对方说：
“我就在路边
擦个皮鞋，
不会停很久的，
我马上开走。”
当许舟涛对司机进行教育时，感觉
到对方神色越来越紧张，便要求司机出
示驾驶证和行驶证，但驾驶证并不是司
机本人的。
“ 司机说驾驶证忘带了，我们
对车辆和司机信息核查后，看到他的驾
驶证被扣了 35 分的记录。”
许舟涛在机动车道上等红绿灯，总
习惯性向周围看一看。有一次，一名 20
多岁的小伙子，被他看了一眼后，骑摩托
车闯红灯离开了。许舟涛赶紧上前拦
截，一问才知对方是无证驾驶。
“ 这就是
我们骑警的震慑力。
”许舟涛说。

路上最常见的交通事故就是汽车
小刮擦，但有些司机却不够淡定，一下
车就指责对方不会开车。在你一言我
一语当中，火药味越来越浓，接着就带
上了肢体动作。交警出身的许舟涛，见
到这种情况，一定会下车调解。
“ 大部分
都是几百元钱就可以解决的小事故，双
方可争论责任划分，一时半会儿肯定解
决不了，就会造成路段长时间拥堵。”许
舟涛说，这种刮擦事故就是需要一个中
间人，寻找一个平衡点，而他就是路上
的“老娘舅”。
炎热的夏天，许舟涛在巡逻时，还会
遇见汽车自燃的事。当时，司机并不在
车内，他赶紧拿出摩托车后备箱中的灭
火器灭火。
“ 火势很快的，等路边的人发
现再报警，消防队赶到现场处置，这辆车
可能就会烧没了。”许舟涛觉得这就是他
们骑警分队的好处，可以第一时间发现
突发状况并处置。

骑警分队 20 个队员，每天分成 4 组，
按照上午、下午、前半夜三个时间段，对
学校、公园、商圈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巡
逻。比如在永兴小学门口，每到上学、放
学阶段，基本都能看到骑警队员的身影，
帮忙疏导交通、维护校外秩序。
去年，达夫路开街异常火爆，许舟涛
与队员们时常在傍晚时分在那边巡逻。
他说，有一次看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
在哭，原来是找不到妈妈了。可小女孩
不知道家庭住址和家长电话号码，许舟
涛与队员只能抱着孩子在原地等待。一
个小时后，小女孩的妈妈终于找到了这
里，
见到孩子后连声道谢。
将摩托车斜着停在路中间，示意后
方来车停下等待，这可能是许舟涛在巡
逻中做得最多的事了，每当此时，路中央
肯定会有学生或是腿脚不便的老人正在
行走，当他们安全到达另一边时，都会回
头向他微笑，
表示感谢。

骑警的日常状态是怎样的？

相关新闻 今天有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广场宣传活动
本报讯（见习记者 倪慈丹）4 月 15 日
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今天 9：00 至
10：
30，
在秦望广场有一场宣传活动。
区委政法委、区委保密局、公安富阳
分局、区文广旅体局、区科技局、区教育

局、生态环境富阳分局、区司法局等单位
的工作人员将为广大市民科普国家安全
教育知识，参与现场活动将有机会获得
流量和宽带大礼。
此外，区委国安办、区委政法委联合

富阳日报，推出“国家安全知识”有奖问
答。4 月 14 日至 16 日期间，通过本报官
方微信公众号（fyrb63344556）参与答题，
即可获取抽奖机会，
免费领话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