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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写真

关于举办“唱响遂宁”城市主题歌曲征集
活动优秀作品颁奖暨交流改稿会的通知

刚入警的何绪被分到了原遂宁

市中区横山派出所。他虚心向老民警

请教办案经验，闲暇时就“四处转悠”。

不到一个月，待人热情、性格开朗的他就

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谁家有事都喜欢

请他帮忙解决。“老百姓有什么事，看到

穿警服的我们，眼睛里就闪现出希望，”

何绪觉得，能为老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他就很满足了。

在云丰香樟村小学里，教室房梁

遭虫蛀断裂，造成 3 间教室垮塌，数

名正在上课的师生被埋。当时何绪

正在附近了解辖区情况，得知这一情

况后他立即赶赴现场。“很多村民赶

来参加救援，大部分师生也得以脱

险，但现场仍一片混乱。”何绪第一

时间组织校方清点人数，发现仍然有2
名学生不知所踪。在没有任何救援设备

的情况下，何绪组织大家徒手救援。

快一点、再快一点 ......何绪不停地徒

手挖开砖石木材，10 个指头上全都

磨出了血，还被木块间的锈钉子扎了

好几下，只想着快点救人。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被埋的一个

学生成功获救，另一个学生则因房梁倒

塌时击中头部而身亡。眼看着一个幼小

的生命消逝，何绪懊悔不已，“再快点就

好了，平时巡逻再仔细点就好了”。

一心想着群众的安全
——记“全国优秀人民警察”、遂宁市公安局安居区分局凤凰派出所所长何绪

15 年的从警生涯，他用一件件小事，
把一个好警察的名字刻进了百姓的心
中，把一个好警察的忠诚使命演绎成了
老百姓触手可及的神奇。 15 年扎根基
层，他始终保持着岩浆般涌动的激情，因
为他的身后是人民。

他就是遂宁市公安局安居区分局凤
凰派出所所长何绪。日前，他被国务院
授予“全国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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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圆的脑袋、微胖的身子，脸上

时刻挂着暖心的微笑。这是日前记

者在凤凰派出所门口初见何绪时对

他的第一印象。

简单寒暄过后，何绪招呼着记者

往所里走。此时记者注意到，他走起

路来一瘸一拐的，但速度一点也不

慢。“前些天晚上出警去解决纠纷时

跑得太快，没留意工地上的废料，给

拐了。”对于受伤，他淡淡说了几句。

自 2002 年从四川警官学校毕业

后，何绪就回到家乡遂宁，成为了一

名人民警察。从警 15 年来，他已经

“习惯”了受伤，“当警察哪有不受伤

的，在出警现场，我们都是一心只想

着群众安全，哪还顾得上自己”。

在破获东禅“3·28”特大制毒案

件时，何绪通过前期秘密侦查、抽丝

剥茧，最终锁定了一间农房为制毒场

所。为了及时地进入现场调查案情，

在没来得及准备任何防护装备的情

况下，他第一个冲入了制毒现场。浓

浓的刺激性气味迎面袭来，仅 20 分

钟后，何绪的咽喉便出现了水泡和充

血现象，几乎压制了他的呼吸。但他

一咬牙，改用口腔呼吸，坚持完成了

第一现场的首次勘察。为了尽快侦

破案件，他又拒绝了入院治疗，简单

处理了咽喉症状，便前往成都、德阳

等地抓捕毒贩，远赴武汉、江西等地

追回毒资 620 余万元。待到案件成

功侦破时，他却因治疗时间延误而引

起了变异性哮喘，一到冬季感冒时，

便会支气管痉挛、呼吸困难。

“轻伤不计其数，重伤入院的就

有 6 次之多。尽管这些伤可能跟随

我一辈子、影响我之后的生活。但作

为一名人民警察，只要能保护人民群

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受的伤都是值得

的。”何绪如是说。

何绪因过硬的本领和实战经验，

被同事们称为犯罪分子的“克星”。

在 2011 年的“清网行动”中，他勇挑

重担，排除万难，成功抓捕了潜逃 15
年之久的杀人犯唐某某、罗某某。

“自 1995 年案发后，两人便潜逃

在外。”何绪通过多种手段、综合多

方面信息，在逐渐掌握了其家庭成员的

动向后，发现两人的孩子在新疆拜城和

阿克苏市活动的重要线索，为案件侦破

寻找到了侦破口。根据这一线索，何绪

带领侦查员赶往新疆。为了便于侦查和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何绪和队友隐

藏身份，通过1个多月的暗访，逐渐锁定

了在逃两人的具体位置。

经过蹲守，何绪找到最佳抓捕时

机。他和队友分头出击，对两人实施了

抓捕后，又连夜将两人带离新疆。

“工作热情，处事冷静。”这是凤凰

派出所其他民警对何绪的评价。近些

年，他带领凤凰派出所民警侦破了一

个又一个疑难案件，成功处置多个群

体性事件，多次受到上级领导表扬。

(全媒体记者 税金龙)

◆他从警 15年 重伤 6次轻伤无数 “一心只想着群众安全，哪还顾得上自己”

◆他徒手刨开木材 救出被压学生“这身警服，在百姓期盼的眼中就是希望”

◆他远赴新疆 抓获潜逃 15年的杀人犯 “当警察不仅要有热情，更要有冷静头脑”

附件：优秀歌词作者联系方式（有意愿参与谱曲作者可与优秀歌词作者协

商有关事宜）

根据“唱响遂宁”城市主题歌曲

征集活动评奖规则，本次活动的优秀

奖已经于 7 月 5 日—6 日，由国内知

名词曲专家组成的评审组评出，共

计 23 件优秀作品。四川博宇传媒公

司分别于 7 月 23 日对优秀奖作品结

果进行了公示，于 8 月 12 日对优秀

奖作品结果进行了公告。现就举办

优秀作品颁奖暨交流改稿会通知如

下：

一、主办单位将于 9 月 5—6 日

在四川遂宁康年酒店举办优秀作品

颁奖暨交流改稿会。9 月 5 日在遂宁

康年酒店报到，9 月 5 日下午—6 日

上午进行颁奖、作品交流和自由采风

活动。9 月 6 日下午离会。本次活动

参加人员交通费自理，主办方负责食

宿费用。

二、 优秀奖将由主办方颁发获

奖证书（联合创作将分别颁证）。含

有小样的优秀作品每件奖金 2000 元

（大写：贰仟元整）。优秀歌词每件

颁发奖金 1000 元（大写：壹仟元整），

联合创作作品奖金分配由第一作者

负责。不能参加本次活动的作者，奖

金和证书奖由主办方寄送。

三、作品交流改稿会将约请国

内知名词曲专家对优秀奖作品进行

指导，提升作品质量。

四、主办方要求所有优秀奖作

品按照征集启事的要求，在 2017 年 9
月 25 日前，提交符合公共平台播放

和线下活动传唱的精编小样。对获

优秀奖的歌词作品，由作者自行联系

曲作者谱曲并制作符合要求的精编

小样。只有提供了符合要求的精编

小样的作品，才能够取得最终一、

二、三等奖的参评资格。

五、对有意参与获优秀奖歌词

谱曲的作曲者，承办方将提供词作者

联系方式，由双方自行协商有关事

项。

六、对 9 月 25 日前未能够提供

精编小样，或者精编小样不符合发布

要求的作品，承办方将电话通知作者

修改完善，并在 9 月 30 日前提交，如

果再次提交的小样仍不符合要求，主

办方将取消作品参与一、二、三等奖

的 参 评 资 格 。 作 品 提 交 邮 箱 ：

89644195@qq.com
七、本公告解释权归博宇传媒

有限公司所有。

联系电话：查小平 18228929516
遂宁日报报业集团

四川博宇传媒有限公司
2017年 9月 4日

《歌曲名称》

《莲湖恋歌》

《美丽相逢》

《希望家园》

《静静的雨，静静的莲》

《爱上遂宁（词二）》

《诗情画意》

《大美遂州》

《遂宁传奇》

作者

袁驰

张小岭

万瑞琴

罗立夫

李宏天

张爱林（张良成）

孙 华

胡君利

联系电话

13795581928

13663282571

18918712128

13840088467

13190675941

15586328687

18912068456

189065660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