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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萧山民警把工作生活写成了一首歌
唱着、听着，
很多人都哭了
见习记者 许金妮

杨勇作词的萧山公安原创歌曲《眼泪与担
当》。这首歌，讲述的是真实的民警故事。

舞台上的汪昕在唱歌，
唱到一半时，他
情不自禁地闭上了眼睛，脑海里却突然出
现儿子因为发烧而通红的小脸，眼巴巴地
看着他，仿佛在乞求“爸爸，快回家”，他慌
忙睁开眼睛，看了一眼观众席，没有忍住，
哽咽了一下，
“因为，在那一刻，
我觉得我得
到了观众的共鸣”。
那是 9 月 3 日晚上，杭州市萧山区公
安分局民警汪昕在第四届全国公安系统文
艺汇演上，演唱了一首由他自己作曲、同事

“ 宝 贝 乖 ，爸 爸 有 点 事 要
忙，我转身关上门的一瞬间，泪
水湿了眼眶”
“深夜的手机铃声骤响，3 岁的她额头
滚烫，她含着泪花扯着我的衣裳”，这是整
首歌的开头。今年初，当萧山公安分局为
了为杭州公安主题文艺汇演准备节目时，
决定出一首原创歌曲，民警杨勇脑海里一
下子蹦出了女儿稚嫩的声音：
“ 爸爸，别
走！”从警十多年，也有过多年基层经历的
杨勇，几乎是一蹴而就地写出了第一段歌
词。
“那时候夜里出警，
女儿年纪小，
经常拉
着我不让我走。我想，这样的经历对于民
警来说，实在是太常见了，
就写进歌里了。”
登台前，汪昕也接到了家中阿姨的电
话，电话那头传来的是阿姨急切的声音和
汪昕儿子的哭声：
“你什么时候回来，孩子
发烧快 40 度了……”
“汪昕，
快！轮到你了！”
汪昕匆匆挂了
电话，被推上了舞台。
灯光亮起，他短暂地感觉到了局促，
“平时都是在幕后的，
突然站上一个大舞台

唱歌，有点不适应”。但是很快，他就平静
了下来，
“看到下面观众的眼神，我就知道
我唱的大家都懂”
。
汪昕今年 30 岁，有一个 22 周大的儿
子。孩子刚学会走路不久时，经常会摇摇
晃晃地摔跤，
每次儿子摔倒的时候，
汪昕总
会在一旁笑着鼓励他说：
“小小男子汉不许
哭，自己站起来。
”
可是，
每次唱到
“宝贝乖，
爸爸有点事要忙，
我转身关上门的一瞬间，
泪水湿了眼眶”，
他却忍不住红了眼眶。
汪昕的家庭比较特殊，除了他自己是
警察外，他的妻子和父亲也都是警察。无
奈之下，他们只好请了一个阿姨在家照顾
小孩。
“我儿子不是留守儿童，却过得像留
守儿童。”汪昕苦笑道，为了多挤出一点和
儿子相处的时间，
他常常在高强度工作后，
抽出中间吃饭的时间回家看一眼孩子。
“说
出来可能有点矫情，
但其实，
这样的经历对
民警来说，
实在是太常见了。”

“都说警察很荣光，一身正
气 ，除 暴 安 良 ，可 是 苦 累 和 心
伤，只有自己默默地扛”
“想到警察，
很多人脑子里浮现的都是
一身警服、威风凛凛的样子。可事实上，工

作中的警察常常是几天没睡觉，硬扛着疲
惫。”杨勇说，
他把这种常态也写进了歌里。
9 月 4 日清晨，涉网贷案件在逃犯罪嫌
疑人叶凤丹被押解回国。那个早上，同事
给萧山公安分局经侦大队副大队长董天明
发来了前一天晚上汪昕演出的视频。
从去年 10 月开始，萧山经侦大队一直
没有放弃对叶凤丹的追捕，5 次赴云南追
逃，锲而不舍。董天明从来没有刻意回忆
过工作过程中的艰辛，
但是那天清晨，
汪昕
的歌声却让他回忆起了在云南、缅甸边境
追捕叶凤丹时口腔的燥热感、身体的黏腻
感和被蚊虫叮咬的瘙痒感。
最后一次追捕行动中，董天明和兄弟
们连续 3 天没有休息。在云南、缅甸边境
搜寻抓捕逃犯需要翻越大山，董天明清晰
地记得，爬山时自己有一瞬间差一点就倒
下去了。好在，
最终，
叶丹凤被顺利抓捕回
来。那几天里，董天明他们的衣服一直被
汗水浸湿，几乎没有干过，
饿了就吃碗泡面
垫垫肚子，通讯信号不好，
偶尔打回家报平
安的电话也会无故断掉。
“都说警察很荣光，一身正气，除暴安
良，可是苦累和心伤，
只有自己默默地扛”，
听汪昕这样唱着，董天明突然觉得鼻子有
点酸。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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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106 名
“白富美”被判刑

“以饼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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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教师节和即将到来的
中秋节，杭州夏衍中学的老师们
来到武警杭州支队特战中队，
“以
饼会友”，与官兵们一起动手做
月饼。
姚群 陈波 周祥 摄

致杭州复兴南苑
4 岁女童触电死亡，
2 人被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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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了，校门口的油炸摊没回来
校长说，
太好了，
这多亏了检察官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罗闻哲 陈乐乐
本报讯 “感谢检察官和我们一起关注
学生的食品安全。你们来了，
我们校园周边
的流动摊贩问题解决了，
学校门口的秩序更
好了！”新学期伊始，面对前来回访的检察
官，
仙居县第一小学的方副校长动情地说。
校园周边的小摊小贩，
困扰的不仅是仙
居县第一小学的老师和家长。在仙居的中小
学门口，
学生们上下学的时间，
也是小摊小贩
们最密集的时间。方校长说，
校园周边 100
米内也就是学生们上下学的必经之路上，
以
往经常出现流动摊贩卖油炸类、
汤串类等食
物，
学生们很乐于购买，
但这些摊贩经营者大
多数都没有健康证，
售卖食品的进货台账等
社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178 号

更是无从查证，
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对此，
学
校和家长多次教育学生不要购买流动摊贩的
食品，
但
“诱惑”
太大了，
并没有什么效果。
今年 5 月，仙居县检察院根据群众提
供的线索了解到情况后，决定对校园周边
流动摊贩经营情况进行排摸。检察官吕小
凤介绍，根据《浙江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
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规定》第十四条
第二项的规定，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禁止
食品摊贩经营的范围，由所在地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划定；未划定的，中小
学校、幼儿园周边一百米范围内禁止食品
摊贩经营。
“ 每天上午 10 点多到中午 12
点，以及下午 3 点左右，学校周边的小摊小
贩就逐渐多起来。”检察官助理朱贵亚说，

| 零售价：
1.00 元 订阅热线：
0571-85213260

学生放暑假前 1 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对
仙居主城区和主要乡镇的 60 多所中小学、
幼儿园进行了地毯式排查，摸清了校园周
边流动摊贩的经营情况。
6 月 21 日，仙居县检察院向仙居县相
关职能部门发送检察建议，建议主管部门
依法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责，采取有效措
施，对仙居县第一小学等 10 所学校周边
100 米禁止食品摊贩经营区内出现的食品
摊贩未悬挂健康证、登记卡经营和占道经
营行为进行整治，
保障学生食品安全。
收到检察建议后，仙居县相关职能部
门立即行动起来，
通过集中整治、突击检查
等，对校园周边商店、摊贩的占道经营等情
况进行规范整治，并严格要求学校周边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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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经营从业人员持《健康证》上岗，对拒不
服从管理、未取得经营资质的商户坚决予
以取缔。今年 9 月，学校陆续开学后，周边
流动小贩违规经营的现象不见了，校园周
边的秩序大为好转。
在检察机关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共同推
动下，
为从源头上加强治理，仙居县人民政
府和仙居县食品安全委员会近日分别出台
《2019 年仙居县食品安全工作要点》和《仙
居县深化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整治提升行
动实施方案》，明确了“学校周边百米范围
内无任何食品流动摊点”的目标，
并落实相
关职能部门、学校的工作任务，
规定动员部
署、集中整治、深化实施、评估总结的实施
步骤，
防止这一问题
“回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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