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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警十六年袁他始终牢记初心袁用
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袁 对警察这个神圣
职业的无比热爱和满腔热血袁 抒写着
自己无悔的人生遥 先后多次被瑞金市
公安局评为野优秀人民警察冶尧野优秀共
产党员冶尧野执法办案能手冶尧野先进工作
者冶等荣誉称号袁2021 年被评为野红都
平安卫士冶袁2017-2019 年连续三年被
评为野优秀公务员冶袁荣立个人三等功
两次尧个人嘉奖一次遥 他就是市公安局
刑侦大队情报中队中队长罗玮袁2021
年野江西省最美基层民警冶遥

从警 16 年袁罗玮已记不清自己受
过多少次伤遥 他身上如今还有 12 处可
见的伤疤袁每一道伤疤袁都是镌刻在他
生命中的勋章遥

危险时刻冲在前
10 年前袁 罗玮第一次荷枪实弹参

加缉捕毒贩行动遥
当时袁接到情报称袁有几名广东陆

丰籍嫌疑人在我市一山区废弃猪场内
从事制毒贩毒的违法犯罪活动袁 且可
能配备枪支尧砍刀尧爆炸物等遥 行动当
晚袁第一次置身于如此危险的境地袁罗
玮内心难免显得凝重袁 他甚至想给父
母妻儿留下遗书遥

当罗玮和同事迅速控制制毒现场
时袁 却发现现场除了制毒的设备和物
品外袁空无一人遥 根据命令袁为了不打
草惊蛇袁除留下几名同事蹲守窝点外袁
罗玮和另 3 名同事驱车前往唯一进入
的路口蹲守遥 凌晨 3 时许袁嫌疑车辆出
现袁 罗玮和同事决定在一段狭长的山
道中展开抓捕遥 民警的突然出现袁让嫌

疑人愣住遥 罗玮当即冲向嫌疑车驾驶
室袁拼命用手枪握把将车窗玻璃砸开袁
用枪口一指袁大吼一声院野警察袁别动浴
双手抱头浴 冶犯罪嫌疑人惊惶失措袁参
战民警迅速合力将嫌疑人控制遥 此时袁
罗玮才发觉自己的右手被车窗玻璃划
破了 3 道深深的口子袁 整个手掌背血
肉模糊遥 而这袁只是 16 年来袁罗玮参加
抓捕行动 600 多次中的一次遥

野大块头冶野智冶破命案
作为刑警袁 除了一次次英勇无畏

的缉凶制暴外袁 更多的还是案发现场
的勘察尧 案件疑点的调查摸排与罪犯
斗智斗勇遥 罗玮钻研摸索各种新技术
新战法袁 并不断地丰富着瑞公安局的
刑事侦查网上作战平台袁 为侦破全市
各类新型犯罪案件袁 提供有力的技术
支撑袁成了局里的有名的野智慧冶野大块
头冶遥

2021 年 8 月 19 日袁局里接到一起
蹊跷的报案袁辖区赖某前来报案称袁其
妹妹赖某萍失踪 4 个月有余袁 杳无音
信遥 赖某萍的蹊跷失踪尧其丈夫钟某对
此的漠不关心袁 罗玮敏锐地嗅出其中
另有隐情遥

在经过一番初查袁 直觉告诉刑警
们袁隐情的背后极有可能是一起命案遥
于是袁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袁迅速启动
重大案件侦破机制袁 罗玮首当其冲地
担负起信息研判的重任遥

连续 11 天袁罗玮吃住在办公室袁昼
夜对当事人的信息进行梳理尧 筛查尧碰
撞噎噎袁终于通过大数据汇集尧研判和
秘密调查袁 在大量证据信息的支撑下袁

所有证据都指向钟某已经杀害赖某萍遥
于是袁专案组将这宗人口失踪案转为故
意杀人案袁立案侦查袁很快查清遥罗玮带
队袁亲手将犯罪嫌疑人钟某抓获袁至此
案件成功告破袁实现市公安局连续 9 年
现发命案全部侦破的工作目标遥

罗玮作为局命案积案攻坚组成
员袁 他紧盯历年每一宗命案积案展开
深度研判袁 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
段袁抓住极度有限的点滴抽丝剥茧袁为
生者权袁为死者言遥 仅两年时间里袁罗
玮运用大数据合成作战平台梳理尧碰
撞尧分析尧研判出命案积案的各类信息
3 万余条袁获取有效线索 2000 余条袁成
功破获命案积案 8 起袁其中 15 年以上
的命案积案达 7 起遥 他还利用信息研
判等合成作战平台袁 协助侦破各类其
它案件 800 余起遥

铁血硬汉也柔情
作为警察袁 罗玮几乎每天都要与

形形色色各类犯罪嫌疑人 野打交道冶袁
时时充满着铁血遥 在群众遭遇困苦时袁
罗玮总是柔情似水遥

2019 年 5 月的一天袁 正在刑警大
队值班的罗玮袁 接到群众吴某琳的求
助袁希望他能帮自己找到 32 年未见的
儿子遥 因吴某琳的儿子是属于 野被寄
养冶袁既不属于人口失踪案袁也没有证
据表明其前夫张某有贩卖儿子的行为
噎噎但吴某琳 32 年骨肉
分离的痛苦袁 却不断地撕
扯着罗玮不安的心遥 他下
定决心袁 无论如何也要帮
吴某琳把儿子找出来浴

罗玮一边利用休息时间进行走访
调查袁 一边设法将相关信息推送至公
安部打拐平台遥 但要相关信息的推送袁
其中遇到一个难点院 只有获取了张某
的 DNA 检材袁才能在失散人口数据库
中进行比对遥 于是袁罗玮联系张某现任
的妻子袁 对方却始终抱有强烈的抵触
情绪袁 不想因此而打扰一家人平静的
生活遥 罗玮得知张某与现任妻子生育
了一个儿子叫张小某袁 于是联系上张
小某袁通过近一年时间的不懈努力袁张
小某被罗玮锲而不舍的精神感动袁他
答应让公安机关采集张某 DNA 样本遥
采集成功后袁 罗玮让同事及时将张某
DNA 分型输入公安部 DNA 数据库遥

2021 年 7 月袁 从公安部传来好消
息袁张某尧吴某琳的 DNA 分型与福建
邵武市林某相似度比对符合亲子关
系袁可以确定是吴某琳失散 32 年的儿
子遥 当看着吴某琳与儿子相认的那一
刻袁那份温暖让罗玮的心更加柔软遥

从来没有天生的钢筋铁骨遥 作为
警察袁 每一次行动都将面临着不可预
测的风险袁而这些野不可预测冶往往与
自己的职业生涯是密不可分的遥 每一
次钻心的痛过袁 却从没有动摇下次再
出发曰每一块伤疤的留存袁都将成为镌
刻在生命中的荣誉勋章遥 这就是罗玮袁
一个公安机关最基层的默默无声最美
拼搏者遥

荩 1 月 18 日 袁
万田初中开展送温
暖慰问退休教职工
活动袁为退休教职工
和困难教职工送上
温暖送上爱袁以及最
诚挚的节日祝福袁充
分体现学校对退休
教师的关怀和尊重遥

肖珊珊摄

荨1 月 19 日袁
爱心企业国宝李
渡酒业团队前往
冈面乡陈坑小学
开展助学活动袁给
孩子们送去价值
5000 多元的书包尧
文具尧 足球等物
资袁让孩子们感受
到冬日里的浓浓
暖意遥

朱洪强 罗海峰
记者黄书文摄

本报讯 渊曾玉兰 李远冤1 月 12
日袁 中铁大桥局瑞金市四好农村路
项目部在革命烈士曾拔英的故里拔
英乡袁成功架设新桥要要要小埠中桥遥

小埠中桥位于革命烈士曾拔英
的故乡要要要拔英乡新迳村境内袁北
岸通往 Y913 线拔英乡拔英村方
向袁跨越兰田河袁南岸通往 Y913 线
拔英乡新迳村方向遥桥梁全长 47.02
米袁桥宽 7.5 米袁新桥面采用沥青砼
铺装遥为保障此次施工的顺利进行袁
项目部对施工人员尧材料尧机具设备
及应急措施进行周密部署尧 全程监

督袁开展了现场施工安全技术交底袁
检查个人防护袁确保施工期间袁圆满
完成此次浇筑任务遥 经过全员六个
小时的通力合作袁安全尧顺利完成全
部预制梁的铺架遥

据悉袁 小埠中桥属于 Y913 线
关键性工程袁 此次成功架设确保了
后续桥面附属及路面结构层的施
工袁 该线预计将于 3 月下旬全面建
成通车遥 届时拔英乡交通状况将焕
然一新袁 道路的畅通也将更有利于
英雄故里拔英乡的建设发展袁 藉此
告慰先烈遥

本报讯 渊王道东冤室外寒气逼人袁瑞金
三中小会议室内 7 名困难教职工渊其中困
难党员教师 3 名冤内心却很温暖遥 新春佳
节来临之际袁1 月 18 日袁 该校开展了真情

慰问困难教职工活动袁给他们送去关怀和
祝福遥

该校领导详细询问了困难教职工的家庭
和身体状况袁向他们表达最诚挚的问候袁送上

了春节慰问金和节日礼品曰 同时鼓励他们要
保持乐观心态袁勇敢面对生活袁克服困难袁迎
接美好明天袁祝愿他们及家人新年快乐袁身体
健康袁阖家幸福浴

每一道伤疤，都是镌刻在生命中的勋章
要要要记野江西省最美基层民警冶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情报中队中队长罗玮

阴廖俊卿 记者刘辉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 2021 年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袁 我国经济在多
重压力和挑战之下恢复发展袁 呈现
出许多新亮点袁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保持增长尧 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投
资增势较好是重要方面遥数据显示袁
2021 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渊不含农
户冤544547 亿元袁比上年增长 4.9%曰
两年平均增长 3.9%遥 投资增长保持
稳中有进袁 为经济恢复发展提供了
重要动能遥

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 野三驾马
车冶之一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袁有助
于增强发展内生动力遥总的看袁2021
年投资保持了恢复态势遥 投资规模
继续扩大袁结构不断优化袁对优化供
给结构尧提升供给质量尧补短板强弱
项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分领域和产
业看袁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 13.5%曰
高 技 术 产 业 投 资 比 上 年 增 长
17.1%袁两年平均增长 13.8%袁比全
部投资快 12.2 个百分点遥 其中袁高
技术制造业尧 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
别增长 22.2%尧7.9%遥 制造业和高技
术产业投资增势较好袁 对于我们进
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袁 加快
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尧 厚植发展新优
势袁具有重要作用遥

既要看到成绩和优势尧 增强发
展信心袁也要看到趋势和方向尧把握
发展大局袁 这才是对待经济的理性
态度遥 2021 年我国立足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袁持续深化改革开放袁积极畅
通经济内外循环袁 构建新发展格局
迈出新步伐袁 投资对经济增长作出
了积极贡献遥面向未来袁我国经济长
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袁 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有利条件没有变袁 新的经
济增长点将不断涌现遥 投资的稳步
发展袁将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遥

当前袁国际环境复杂严峻袁全球

疫情影响仍在持续袁 对投资增长形
成了一定制约遥 但从我国发展阶段
来看袁 扩大有效投资有潜力尧 有空
间袁也有动力遥一方面我国仍是世界
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袁 人均基础设
施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 20%-
30%袁推动高质量发展尧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仍需持续扩大有效投
资遥另一方面袁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仍较突出袁 基础设施和民生
领域仍有许多薄弱环节袁 补短板投
资空间广阔遥与此同时袁随着创新驱
动作用增强袁 产业升级发展趋势向
好袁企业创新投入不断加大袁推动创
新发展尧构建新发展格局袁蕴含巨大
的投资动力遥

投资增长前景看好尧 发展潜力
巨大袁 这得益于我国经济具有的强
大韧性和旺盛活力袁 也离不开宏观
调控的未雨绸缪尧 靠前发力遥 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袁要野适度
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冶袁野引导金
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
企业尧科技创新尧绿色发展的支持冶遥
随着去年下半年以来加快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发行节奏袁 还有中央预算
内投资加快下达进度袁 一系列重点
项目陆续启动袁野两新一重冶 项目有
序建设袁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
资等政策正在发力袁 财政货币投资
等政策支持力度加大袁 有利于固定
资产投资稳步恢复遥

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尧
供给冲击尧 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冶袁这
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的清醒认
识和重要判断遥发挥我国经济优势袁
加强宏观调控的精准尧可持续性袁积
极扩大有效投资袁 增强发展内生动
力袁我们有信心尧有底气袁也有能力尧
有条件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遥

沈若冲

三中真情慰问困难教职工

英雄故里添新桥

本报讯 渊记者钟剑灵冤野现在北
京有疫情袁 估计过年不回家了遥 冶1
月 19 日袁在北京创业的瑞金籍青年
杨茂言语之间透露出就地过年的想
法遥对他来说袁在外地过年稍微有些
失落袁但可以感受外地过年的气氛袁
也是可以接受的遥 由于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袁许多地方倡导就地过年袁加
上思想观念的转变袁 就地过年成为
一种新时尚遥

早在元旦假期的时候袁 在深圳
工作的古小彬就回到家乡瑞金袁把
年近八旬的母亲接到深圳过年遥 他
说袁根据以往的情况来看袁春节前后
气温较低袁有利于新冠病毒的传播袁
同时人员流动频繁袁 增加了病毒传
播的风险遥因此袁他提前一个月把母
亲接到深圳袁准备在深圳过年遥据了
解袁 古小彬在多年前就在深圳买了
房安了家袁 不管是瑞金还是深圳都
是自己的家袁 往年他也曾在深圳过

年遥 他表示袁 其实只要一家人在一
起袁热热闹闹的袁在哪过年都是一样
的袁而且相比回老家过年来说袁免去
了舟车劳顿袁 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
让身心得到更好的放松遥

记者了解到袁为做好疫情防控袁
多地政府倡导就地过年袁 有的还推
出不少鼓励措施遥比如说袁杭州市发
布了春节期间留杭州优惠政策袁包
括电子消费券尧留杭大礼包尧文旅惠
民尧通信优惠等袁旨在巩固疫情防控
成果尧关心关爱留杭员工曰广东佛山
为鼓励异地务工人员就地过年袁特
地准备了包括现金尧景点门票尧年货
慰问包等在内的五大野礼包冶遥

各地相关鼓励措施一经推出袁
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袁 回家
过年已经不是唯一选项袁 就地过年
成了更多人的选择遥大家觉得袁疫情
之下必须配合政府袁不给政府添乱袁
毕竟健康尧平安才是最重要的遥

就地过年成为新时尚

绎为度过一个安全尧快乐尧有意
义的寒假袁叶坪中心幼儿园 1 月 13
日开展了寒假安全教育活动袁 通过
视频尧 图片等教学方式让小朋友进
一步了解假期交通尧饮食尧用电等安
全知识, 从而增强幼儿的安全防范
意识, 提高幼儿的自我保护能力,使
幼儿过一个愉快的寒假和春节遥

李云琳
绎1 月 20 日袁华融瑞金希望小

学举行野以爱为名袁一起向未来冶关
爱留守生主题活动袁 为留守学生送
去新年的祝福与温暖遥 为充分让留
守学生感受到家的温暖袁 学校还联
合家委会开展讲红色故事尧 做趣味
运动尧 包新年饺子以及和父母视频
通话等活动袁 让孩子在玩乐中感受
到家的温暖遥 赖灵 记者丁鑫朋

绎云石山初中通过组织学生参
加安全教育平台的野平安寒假冶专题
活动尧召开野假期安全教育冶主题班
会尧发放致家长一封信等方式袁开展
了多种形式的寒假安全教育活动遥

赖远远
绎元月 20 日上午袁九堡沙陇小

学开展 2022 年春节走访慰问退休
教师活动袁 为他们送去慰问品和真
挚的节日祝福遥 钟尚材

绎1 月 19 日袁大柏地乡院溪小
学举行休业式袁 提醒广大师生注意
假期疫情尧交通尧饮食等各种安全事
项遥 王玮 王名芳

绎近日袁 九堡镇谢村小学为了
深化体教融合工作袁 促进学生健康
成长袁 开展了各种丰富多彩的体育
运动比赛遥 梁俊红

·校园短讯·

扩大有效投资有潜力、有空间、有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