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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武侯好邻居”可
谓公安部门的最佳拍档，它被
四川省公安厅树立为“最强民
力”典型，在武侯区的 7 个集体
和14名先进声名赫赫。他们就
像北京市朝阳区群众一样，一
旦发现有“坏人”出没，会在第
一时间发挥作用。据悉，凡加
入“武侯好邻居”并做出贡献者
都有现金奖励。2018年，“武侯
好邻居”就领取了150余万元奖
励。那么，加入这样的“好邻
居”队伍需要哪些技能呢？

技能一
“管得宽吃八方”

“喂，黎警官，这边发现了
情况！”2017 年冬天的一个深
夜，某快递公司快递员小刘的
电话号码再次显示在火车南站
派出所值班民警黎明的手机屏
幕上。“好家伙，足足有五公
斤！‘武侯好邻居’立了大功，感
谢你！”黎明在小刘派送的邮寄
包裹中发现了疑似毒品的白色
晶体物质。凭着多年的办案经
验，黎明基本上可以断定白色
晶体为毒品，而这次已经是快
递员小刘第三次上报类似线索
了。

小刘是一名普通快递员，
他和其他“武侯好邻居”一样，
在各自的生活、工作中留心发
现犯罪线索，全方面参与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形成了平安武
侯建设的强大群防群治力量。

据了解，从单纯的治安巡
逻扩展到应急处突、民意收集、
隐患排查、矛盾调解、秩序劝导
等十余项平安武侯建设工作内
容，“好邻居”一出，各院落、社
区、街道积极响应，总人数超过
15000 人。为了适应互联网时
代的发展要求，相关部门还将

“微信微博”等新兴媒介与队伍
建设、举报点赞、信息管理、宣
传发动相结合，开通了线上“武
侯好邻居”服务通道。

技能二
“火眼金睛”识嫌犯

无所不知的“武侯好邻居”
并不满足于偶尔分享一些零星
的信息，他们还会在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驱动下发挥自己的特
长，活跃在各种服务社会的志
愿者活动中。

志愿者王波是一名社区网
格员，在一次基础信息采集时，
他发现了从事餐饮服务工作的
苏某的信息。苏某人高马大，
言行举止与餐饮从业人员相去
甚远，引起了王波的警觉。“我
觉得他还长得多帅的！这一行
又脏又累，他受得了吗？”王波
左思右想觉得其中一定有问
题，他把苏某的信息录入警综
平台后，平台提示该男性为在

逃人员。公安机关在确认线索
后，组织警力果断出击，一举抓
获了逃亡已久的苏某。事后，
王波和信息录入员各拿到了
3000元现金。

“奖励志愿者，这是‘武侯
好邻居’品牌塑造之初就确定
好的方案。”武侯区综治办负责
人说：“物质奖励是对志愿行为
的一种补偿，可以有效调动提
高志愿者的积极性。”

有了好的组织机制、管理
机制、线索发现上报机制、奖励
激励机制等，“武侯好邻居”志
愿者组织高效运转：某小区物
业公司工作人员发现小区内一
出租房内有可疑人员进出，向
派出所报告后民警抓获 4 名贩
毒人员，挡获毒品 1.5 公斤；某
院落保安在小区巡逻时发现一
名可疑人员，经民警挡获，从该
可疑人员身上搜出一把仿真枪
和8发子弹，成功破获了一起涉
枪案件……

技能三
有毅力天天上街巡逻

“选拔出有能力、有时间、
有正义感的志愿者，组建起‘夜
鹰’巡逻队，为他们配备夜间巡
逻必备的甩棍、电筒、反光背
心、闪光灯等专业配置。硬件
上的升级有效地提高了巡逻效
率。”杨春明是一名退伍军人，

多年的部队生涯锻造了他一身
正气。每天晚上，他都会戴着
印有“治安巡逻”的红袖套和小
区居民在顺江路社区“转上两
圈”。

“红袖套”有自己的分类管
理，人员出动按照三个级别的
应急响应机制实施。除公益
志 愿 类 外 ，其 余 三 个 类 别 的

“红袖套”队员根据机制人员
规模不低于总数 50％的要求
前 往 相 应 岗 位 ，提 供 平 安 服
务。三级响应机制属于常态
化应急响应，一旦有应急机制
启动，所有“红袖套”骨干力量
必须全部出动。

如今，“武侯好邻居”这支
“最强民力”提供的信息线索已
高达30000余条，各街道和职能
部门通过信息线索，排除各类
安全隐患数百件，解决涉及民
生、政府管理等各类问题 1000
余次。武侯区公安分局通过信
息线索，协助抓获各类违法犯
罪人员200余人，破获了包括公
安部挂牌的“8.25”跨国电信诈
骗案在内重大案件60余件。

2018 年，在这支四川最牛
“编外民警”的努力下，创造了
武侯区 2006 年以来警情最低
点 ，警 情 总 量 同 比 下 降
10.04%。去年，“武侯好邻居”领
到了各种奖励151万余元。

胡晓枭
华西社区报记者 沈悦

穿旗袍练猫步居民孃孃自信学走秀

海选前还在紧张练习

“旗袍是最能展现女子体
形美的服装了，旗袍紧扣高领
显得庄重雅致，旗袍下摆的开
衩走起路来风度翩翩。年轻女
性穿着体现青春健美、朝气勃

勃；年龄大些的妇女穿着体现
庄重文静、典雅大方；中年妇女
穿着体现雍容华贵。”营门口街
道综合文化中心主任刘晓红讲
解道。

在海选室门口，47岁的肖俊
正在紧张地进行海选前的练习，

虽然她学习走模特步的时间不
长，但一步一摇、一颦一笑间倒
也架势十足。53岁的张阿姨表
示，自己以前从来没有学过走模
特步，但在好朋友的影响下开始
特别加以关注。“我之前的生活
比较邋遢，随便收拾一下就出门

了。自从接触了旗袍和模特步，
生活完全变了。我想着不能辜
负漂亮的衣服，开始打扮自己，
现在我的家里新买了好多口红、
腮红、粉底，甚至走在路上也更
加自信了。”

“你走路时要使用腰力，再
将身体的重心稍微前倾一些。
你的问题在于跨步不均匀，幅度
要尽量保持在一脚到一半脚之
间……”今年 50 岁的彭亚云原
是茶店社区旗袍队队长，在海选
现场她耐心地为其他选手纠正
错误。

70岁老人被破格录取

据了解，“锦尚艺术团”训练
时间总共 12 个月，其中包括教
成员们朗诵表达、礼仪仪态、音
乐鉴赏、审美意识、形体塑造、身
韵身姿、走秀表演、书画乐器、花
艺茶艺、心理卫生、服饰搭配、美
妆造型等十几个方面，由内而外
地提升居民成员的气质。

“训练时间是每周五上午9:
10－11:30，没有特殊原因不允

许告假。因此我们尽量选择偏
年轻的居民，以免老年人身体
吃不消。”刘晓红说，通过最后
的筛选，共选出 42 名学员。其
中有一名姓曾的70岁老人被破
格录取。“曾老师是一名旗袍的
狂热爱好者，并且很有团队协
作精神，通过她海选时表现出
来的热情和自信，我们最终决
定破格录取。”有关工作人员介
绍道。

“我很珍惜也很感谢街道给
我的这次机会。我从小就喜欢
旗袍，以前看到别人穿旗袍很漂
亮自己也想穿上走走，但感觉自
己身材不好，身高也没优势就没
敢报名。这次看到报名的人这
么多就跟着报了名，成功入选进
来之后很高兴。2018年12月初
上了第一堂课，老师在课堂上严
格要求我们，课后我也严格要求
自己，一堂课下来感觉整个人都
精神了许多。”曾婆婆笑呵呵地
说道。

华西社区报记者 胡慧媛
街道供图

“首先要面带微笑，双目平
视，目光柔和，精神饱满并且
自然亲切；行走的时候，要保
持身体舒展直立，重心落在两
腿中间，足弓稍微向前偏，并
尽量向上提……”前不久，在
金牛区营门口街道综合文化
中心，一群居民阿姨正在认真
接受专业人员的走秀培训。
据悉，2018 年年底，营门口街
道在辖区内成立“锦尚艺术
团 ”，系 统 地 教 居 民 旗 袍 走
秀。参选的居民阿姨们精神
饱满，一行人穿上自备的旗袍
后，个个显得婀娜多姿。

保一方平安“武侯好邻居”领150万元奖励

2 月 11 日上午 9 时，双楠街
道召开早会，传达学习武侯区七
届三次人代会精神，通报春节期
间辖区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节后
小商铺恢复经营，着重消防安全
隐患的排查。

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大家
都已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但春节
还没有完全结束，党员干部一定
要注意纪律问题，不能因为是春
节就降低对自己的要求，要收好
心干好工作。记者在双楠街道
便民服务中心看到，7 个服务窗
口全部对市民开放，而每个窗口
前都有市民在办理事项。一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今天安
排了补助金签字事宜，前来办事
的市民比较多，还一度出现了排
队的情况。记者来到双楠街道
楠欣社区时已临近中午。社区
党委副书记谭敏介绍说，过去几
小时，自己已接待了好几波群众
来办事。“不能说年还没有过完
就可以懒散一下，放假结束就等
于工作开始了。”谭敏认真地说。

华西社区报记者 沈悦

@双楠街道
节后第一天
收心工作搞好服务

专业老师（右）教居民学员走模特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