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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持抓早抓小的原则，
将监督单位可能存在的风险点
一一梳理出来，针对其中的风
险高发点提前打预防针，比如
收受征迁户财物、虚报瞒报面
积等，采取书面汇报、随机抽
查、当面约谈、专项调研、重点
督办、效能互查等手段，真正形
成威慑力，让所有干部都能够
管住手、管住嘴、管住腿。”安徽
宿州市泗县纪委监察委派驻第
八纪检监察组组长吴莉莉快人
快语，将纪检监察工作条分缕
析，说得头头是道。

这位精明干练的女组长之
前是泗县人民法院刑一庭审判
员，扎根审判一线一干就是20
多年，把审理的每一起案件都
办成经得起检验的“铁案”，凭
借着精湛的技术和过硬的业务
能力，2015年吴莉莉荣获全国
优秀法官称号。

在审判一线工作多年后，
能力出众的吴莉莉被调到了任
务更加艰巨的纪检监察岗位
上。尤其是她所在的派驻住建
口第八纪检监察组，主要负责
对县住建委、县城管局、县城乡规划局、县房管局、县公共
资源交易管理局、县环保局、县征迁办、致和新农村建设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综合监督单位监督，其中征迁工作
又是重中之重。

泗县是安徽省东向发展的前沿县，也是加快皖北及
沿淮三市六县发展的重点县。泗县征迁市场曾经一度混
乱停滞，牵头单位众多、安置标准悬殊，为后续的征迁带
来了不小压力。2013 年 8 月份，泗县县委、县政府成立
了泗县人民政府城乡建设征迁办公室，将阳光征迁作为
跨越发展的主要抓手，重点推进。由于征迁涉及面广、关
系百姓切身利益、过程容易滋生腐败，只有让纪检监察工
作这只手硬起来，才是实现阳光征迁的必要保障。铁面
无私的吴莉莉，成为在这片新战场上啃“硬骨头”的最佳
人选。

为了能够及早上手，吴莉莉学习大量各地征迁案例、
纪检监察先进做法等知识。从当初的争取不说外行话，
到精通征迁知识，吴莉莉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
早上七点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点是家常便饭。打开吴莉
莉的工作手册，几乎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当当。

吴莉莉在工作中也讲究方式方法。讲起纪律来铁面
无私的女包公，在工作中常常是春风化雨，以情动人，对
有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都及早打预防针。吴莉莉还将
心比心地为大家算政治账、经济账、名誉账、家庭账、亲情
账、自由账和健康账，让每一个人都受到触动。

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泗县征迁办党风廉政约谈前，吴
莉莉接到一个电话，反映一位年轻工作人员收受征迁户
礼金问题。在约谈会上，她并没有直接指出那个年轻人
的姓名，而是提出希望这位同志会后自己退掉礼金。时
过一周，吴莉莉再次约谈征迁办全体员工时告诉大家，那
位收受了礼金的人已全额退还 3 万元礼金，向征迁户赔
礼道歉，并保证永远不会再犯类似错误。

在与吴莉莉多次接触后，泗县征迁办主任王广亚深
有感触：“吴组长的谈话其实是在给我们吃定心丸，让我
们解放思想，丢下包袱。过去可能有个别人觉得纪委监
察委领导约谈都是为了整人，那是误区。吴组长是保护
我们做实事、真干事的干部。”

如今，第八纪检监察组已经与县住建委等综合监督
单位形成了成熟稳定的工作机制。比如，每年年初提供
全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每年两次书面汇报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每 2 个月召开 1 次监督单
位分管党风廉政工作的负责同志工作会议，8 家单位每
星期报送1篇文章或信息，等等。

有了纪检监察的震慑，泗县阳光征迁工作也成为当
地的一张新名片和老百姓的美谈。“把最好的位置、最优
的质量、最佳的环境用于回迁安置，用最快的速度推进安
置房建设。”这句当地县委、县政府的承诺也没有成为一
句空话。

吴莉莉说：“看到老百姓从棚户区里搬到敞亮洁净的
新房子，看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笑容，感到自己的奋斗带来
了大家的幸福，就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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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魂 虽 逝 精 神 在
——追记河北石家庄安建桥综合警务站主任“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吕建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郝子朔

2018 年 4 月 12 日上午，容纳千人
的河北太行国宾馆金色大厅座无虚席，
河北省委隆重举行吕建江事迹报告会，
让与会干部群众满含热泪地接受了一
次震撼心灵的教育。

虽然，吕建江离世已有 4 个多月，
但随着报告团成员声情并茂的讲述，他
那一桩桩爱岗敬业的感人事迹，一件件
机智勇敢的擒敌场面，一幕幕为民服务
的动人情景，又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与会
人员的面前。

“不论职务高低，都要全
心全意为群众服务”

2004 年，吕建江从部队转业到石
家庄公安局汇通路派出所当上了一名
社区民警。从一名部队营职干部到一
名普通的社区管片民警，职务下降不是
一星半点。但吕建江丝毫没有怨言，因
为在他心中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为党
工作不能讲任何条件。

刚入警时吕建江管辖的留村片区
是 个 城 郊 村 ，包 括 900 多 名 村 民 和
2600多名常住外来人口，另外还有1万
多名流动人口，情况非常复杂。刚刚入
警的吕建江面临着多重考验，在调解村
民纠纷时，还曾被骂哭。但他不抱怨、
不气馁。向老民警们学习讨教，值班
时，记录下“师傅”的一言一行。休息
时，跟着其他班的老民警走访村民。

掌握了一定的沟通方法后，吕建江
利用在部队做过医务工作的经历，开始
背着血压计和听诊器挨家挨户走访，

“大爷，晒太阳呢？我给您量量血压
啊？”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给村民提出健
康建议。慢慢地，大家都认可了他，家
里的大事小情也愿意对他讲。几年下
来，大家都称呼他为“吕村长”。

2008 年 7 月中旬，一日天降大雨，
辖区内养殖户老丁家的羊圈后墙坍塌，
跑丢了40多只羊。着急之余，老丁想起
了吕建江。接到电话后，吕建江一边赶
往现场，一边联系村治保会主任，请他调
派人手配合找羊。在持续的大雨中，吕建
江从下午3点一直找到深夜两点，直到把
跑丢的羊全部找回，其中，跑得最远的一
只羊，跑出了几里地。老丁感激地拿着
2000元钱给吕建江说：“请兄弟们吃顿饭
吧。”吕建江摆摆手：“你别管了，我带他
们去吃就行，不能拿你的钱。”

2009 年 11 月份，石家庄下了一场
50 多年来未曾遇到过的大雪。下雪当
晚 9点左右，吕建江给辖区村治保会主
任打电话，让他集合人，“咱得把危房里
的人都叫出来转移”。直到晚上 11点，
因为交通瘫痪，当天在家休息的吕建江
步行两个小时才赶到辖区。

那一次，他们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
8 点多，最终把 100 多名住在危房和棚
户房中的村民叫醒转移，家中没人的居
户，吕建江挨户写了纸条，告诉房主先
不要回家住，等雪停了再说。天亮后，
吕建江又组织人清扫积雪，发现有五六
户居民的房子发生了坍塌。这些居民
感慨地说，“吕建江不是亲人，但比亲人
还牵挂我们，如果不是有效组织，真不
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不管艰难险阻，都得保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在吕建江从警 14 年的经历中，他

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到
第一位，机智勇敢地解决了一系列突发
事件，使得辖区中的邻里纠纷得到有效
控制，让违法违纪案件得到有效制止，
为社会安全稳定提供了切实保障。

吕建江到留村社区工作后，发现这
个村有个风俗，每逢庙会期间，谁家来
的亲戚多，谁家就特别有面子。人一
多，酒后闹事的人就会多，容易滋生一
些治安案件。为此，吕建江在庙会前挨
家入户“算账”。“你们想想，把人家打伤
了，医疗费得花多少钱？打得严重了，
还会被拘留。所以管好自己家亲戚，少
喝点酒，喝完就让他们睡觉，别闹事。”
同时，吕建江还制作了许多条幅，悬挂
在村里。自那以后，村里再没发生过因
酒后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件。

2006 年，辖区内两户居民因为院
墙位置问题起了纠纷。争吵升级后，一
户用拐杖打碎了另一户的玻璃。两位
都是老年人，叫来了自己的子女，共计
20 多人。眼看着一件普通的邻里纠纷
就要演变成械斗事件，吕建江立即赶到
现场。

了解情况后，吕建江先劝住了双方
子女。他说：“这本来就是因为一点小
事儿，闹大了不仅损失钱财，还得追究
你们的法律责任。你们都不要管，看我
来处理。”村民们都很信服“吕村长”，子
女们选择了沉默。经过调解，双方表示
以后不会再为院墙之事争吵，但被砸玻
璃的村民表示，必须把玻璃装上。砸玻
璃的村民说：“本来就是他家不对，我绝
对不会给他装。”吕建江并未向另一户
简单转述，而是自己把玻璃装上，并谎
称“他拉不下来脸，买了玻璃让我来
装”。事情得到解决。

吕建江除了对处理普通百姓纠纷
尽心竭力外，对违法乱纪的犯罪行为更
是机智勇敢，敢抓敢管。

2009年9月份，吕建江带队到辖区
捉拿一名抢劫犯罪嫌疑人。事先，众人
商定由身体素质最好的民警岳占辉敲
门先进去，但到达嫌疑人租住的民居
后，吕建江临时决定说：“别直接敲门，
这样可能会惊动他。”

说完，吕建江找房东要来一盆水，
顺着嫌疑人的门缝倒了进去，之后再敲
门喊道：“快出来，快出来，水管跑水
了。”嫌疑人没有怀疑，打开了房门。这
时，吕建江从一侧撞开了走在最前面的

岳占辉，率先冲了进去，几位民警合力
将嫌疑人擒获。事后，在嫌疑人的枕头
边搜出一把开了刃的砍刀，床下还有若
干撬棍。

“我知道，师傅撞开我，是怕我经验
不足，应付不好突发状况，但他身体素
质没我好，这么干，完全就是在拿自己
的命来掩护我。”岳占辉说，“那次也多
亏师傅想出了倒水的办法，要不然，没
准嫌疑人就会拎着砍刀来开门了。”

就凭这样的机智、坚强、勇敢，吕建
江在担任社区民警期间共解决各类纠
纷500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在担
任警务站主任期间，带领全站人员解决
各类纠纷 1600 多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200余名。

“不管在岗与否，解决群
众需求没有时间距离”

在日常工作中，吕建江发现这样一
些情况：居民落户因资料不全、填写错
误多次跑路；老百姓来找他办事，却因
为他下社区而让群众白跑；刚贴的民警
提示被雨打湿、被风刮掉群众看不到，
等等。

吕建江想，随着电脑和智能手机的
普及，是不是可以建一个网站，供居民
24小时查看，方便群众办事？2009年2
月份，吕建江注册开通了“留村社区网
上警务室”，也成了河北第一个网上警
务室。他在网上列举了落户、更名、办
证等需要的资料，撰写了落户须知，告
诉大家，在哪里下载申请表、用什么纸、
什么笔、什么颜色的墨水。他还在网上
公布了自己所有的联系方式，并承诺手
机 24 小时开机，全天候接听群众来
电。这一做法得到了居民认可，网上警
务室也在河北全省推广。

尝到“甜头”后，吕建江便“盯上”了
网络。2010年7月份，吕建江在新浪网
开通了河北第一个民警实名微博——

“@片警吕建江”（后改名为“老吕叨
叨”），在微博中及时发布安全警示，教
大家如何防范不法侵害，如何识别虚假
谣言。直到逝世前一天，吕建江共发微
博17357条，平均每天6条半。

“吕哥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石家
庄一知名网络营销号的维护人员说，

“我们做的好多事，推送的好多文章，都
是纯公益性质的，这一点在全国都是很

少见的。”
2016 年年初，网络上出现一条谣

言，称石家庄一家商场内发生杀人事
件。当时正值周末，如果任由这条谣言
传播，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市民恐
慌。吕建江核实并无此事后，第一时间
在网上辟谣，并联系本地网络名人，合
力辟谣。很快谣言被平息，没有影响到
市民的生活。

北京网友“晨曦”，提起吕建江便泣
不成声。

2016 年春天，“老吕叨叨”发了一
张苹果照片，并配文称，这是刚刚收的

“贿赂”。这引起了“晨曦”的好奇，便点
开了“老吕叨叨”，越看越喜欢，并私信
说：“我可以加你微信吗？有不明白的
事儿可以请教你吗？”就这样，二人成了
网友。

“我跟吕哥从来没见过面。”“晨曦”
说，“我是四川人，独自在北京打拼，心
里有事都不知道该跟谁说。在网上发
现‘老吕叨叨’后，有事儿就爱跟吕哥说
说，吕哥总是能给我解心结。”

“没想到，见他的第一面，却是在殡
仪馆。”这是在吕建江追悼会上听到的
最多的一句话。2017 年 12 月 3 日，年
仅 47 岁的吕建江因突发性心脏病去
世。500 多名群众惊闻他去世的噩耗，
自发赶到殡仪馆送他最后一程，其中许
多人都是在网上受到过他的帮助，却从
未谋面。

聚沙成塔。吕建江一生并未做过
轰轰烈烈的大事，但就是这一件件小事
的积累，让他成为市民心中“为民服务
的好民警”。连续 5 年被新浪网评为

“河北十大公职人员微博”，他连续 2届
被人民网、新浪网联合授予“全国十佳
惠民公职人员”。

吕建江为民服务“时刻在线”的精
神，得到了传承。他生前工作过的警务
站，已更名为“吕建江综合警务服务
站”，每周一，值班民警点名时，会第一
个点“吕建江”。“有人说我们这么做是
走形式。”吕建江警务站主任王永辉说，

“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提醒自己，要
学习吕主任，为民服务无小事，为民服
务不下线。”“老吕叨叨”的微博也已由
王永辉接手。

英魂虽逝，精神永在。相信我们身
边仍有很多的“为民服务好民警”在默
默地守护着我们。

全国信访系统优秀办信员、上海黄浦区信访办科长林雯玉：

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每封群众来信必须阅看、每个信
访诉求必须理清、每项交办事项必须督
办、每件办理结果必须核实”，这是上海
黄浦区信访办科长林雯玉的座右铭。
16 年来，林雯玉办理的来信总量达 6.7
万余件，群众诸多“急、难、愁”烦心事，
在她的帮助下，一一化解，不少社区居
民亲切地称她为“知心大姐”。2017 年
7 月份，林雯玉荣获全国信访系统优秀
办信员称号。

多年来，上海黄浦区泗泾路居民
一直被供水管道不合理的问题所困
扰，万般无奈下，居民们只好给林雯
玉写信求助。接到来信后，林雯玉认
识到这件事虽然不大，但却是涉及小
区内 100 多户居民的群体性问题。小
区物业部门认为，居民诉求合理，但

鉴于小区老旧房屋基数大，暂时无法
在短时间内安排改建。可林雯玉并没
有止步，而是多次与黄浦区房管部门
和小区物业管理单位联系协商，经过
不懈努力，相关部门调整了改造计
划，并将分装水表、安置马桶、管道
重排、改电工程等一并予以实施，彻
底解决了小区居民的“心病”。

在信访诉求“四必须”之外，林
雯玉还有一套工作方法，即“四到
位、四上门”。她告诉记者，“四到
位”就是“信访事项分析梳理到位、
办理责任归属到位、工作标准明确到
位、处理意见落实到位”；“四上门”
就是“上门核查诉求、上门了解事
实、上门送达处理意见、上门听取群
众评价”。记者了解到，通过推行这一

整套工作方法，一大批群众的信访事
项得到较好解决，凸显了阳光信访、
责任信访、法制信访工作的实效。

林雯玉曾经解决过这样一件麻烦
事。2015 年，她在阅看曾在黄浦区会
景楼大酒店工作过的老丁等 3 名员工
来信时发现，老丁3人在上世纪90年代
曾办理停薪留职，期间自付社保金由单
位代为缴纳，但社保系统并无缴费记
录。为此，老丁 3 人多方奔走，但因该
酒店隶属关系复杂，多次改制，这一问
题始终没能解决。林雯玉说：“老丁 3
人于 2015 年 10 月份就要退休，如果在
他们退休之前不能解决，将直接影响到
他们 3人的养老金核算。”为此，林雯玉
多次找来信人了解情况、查核事实，多
方获取证据信息；又多次与相关部门就

当事人停薪留职期间的社保金缴纳问
题协商，三番五次跑黄浦区社保中心，
最终解决了老丁3人的“烦心事”。

在多年的实践中，林雯玉不仅身体
力行地帮助社区居民解决“急难愁”问
题，还坚持“传帮带”，努力培养一批想
干事、能干事的信访专员。每年黄浦区
组织信访业务培训，林雯玉都作为“首
席教员”登台讲课，结合平时的办信工
作，经常深入基层、街道、社区“巡回教
学”和分类指导，对一些办理工作问题
较多的单位和信访干部“面对面”“手把
手”传、帮、带，悉心帮助信访干部不断
增强解决信访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办理
单位遇到问题也喜欢找她“把脉、会
诊”，林雯玉被信访干部称为信访工作
的“咨询师”和“指导员”。

2 月 22 日，泗县纪委监察委第八纪检监察组组织 2

个督查小组“主动出击”，对住建委、城管局、房管局、农投

公司等8个综合监督单位暗访督查。 （资料图片）

上图 吕建江（右）与群众促膝谈心。 （资料图片）

下图 吕建江（左）与同事研究网

上警务。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