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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黎黎

王卿龙自参加工作以来，
荣获个人三等功、执法标兵、优秀基层工作者、

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他所在的集体荣获国务院颁发
开栏的话
使命呼唤担当，
榜样引领征程。随着
“践行
新使命、
忠诚保大庆”
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
公安
队伍一批又一批先进典型涌现出来，
用实际行动
诠释新时代使命担当。
一支队伍，
有了先进典型的引领，
才能走得
更坚定；
一支队伍，
有了榜样精神的滋养，
才能走
得更长远。榜样是时代的精神坐标。基层民警身
上扎根一线、
辛勤付出的品质就是公安榜样精神
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有了千千万万担当奉献的
基层民警，
平安的大厦才能岿然不动。
即日起，
西藏日报微信客户端法治频道、
《西
藏法制报》开设
“寻找最美基层民警”
专栏，
用笔尖
去触碰基层民警那些平凡又感人至深的故事。

的
“全国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和共青团中央颁发的
“青年文明号”等荣誉。

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萨嘎县昌果乡边防派出所，驻地平均海拔 5370 米，含氧量不足内地的 40%，是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最早上点的 7 个单位之一。
2010 年 2 月，
22 岁的王卿龙成为这个派出所里年轻的一员。
漫漫雪域边防路，
王卿龙把青春绽放在雪域高原的边境，
他把一颗忠诚的心紧紧与这片土地贴在一起。
匆匆近 10 载，派出所的干部战士走了又来，来了又走，但王卿龙始终坚守在这片已经是第二故乡的土地
上，
就像艾青说过的一句话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没有营房就住在 10 多平米的羊圈里，
几个藏式沙发、一个炉子、一个军事望远镜、
几把枪，是这个执勤点的全部。一两个月的
“为什么想当一名军人？”这是王卿龙参 易的。可是，他选择了到西藏当兵。因为他 代营房，因为风化，不少墙砖都可以徒手抽 驻守，王卿龙头发长了，同行的达瓦次仁就
加武警西藏边防总队（现转隶为西藏出入境 要让年轻的自己学会吃苦。苦是什么？王 出来。
“ 晚上灌风，白天化雪后水会渗进屋 拿着剪羊毛的剪刀帮他“修理”，因剪刀太钝
边防检查总站）在兰州校招面试时面试官提 卿龙用了近 10 年时间去体会。
子。”王卿龙对于这个房子记忆犹新，好在战 了，
头发剪出来都是参差不齐的。
条件艰苦，工作却绝不懈怠。顺利、圆
出的一个问题。
从日喀则市到萨嘎县昌果乡整整坐了 友提前给他找了一件肘袖都磨破的军大衣，
“ 我 就 想 学 会 吃 苦 ，就 想 当 西 藏 边 防 27 个小时的车，几百公里啊，看不见一棵树， 晚上才能勉强入睡。
满完成每一次安保执勤巡逻任务，这是昌果
兵。”此刻王卿龙并不知道他的回答将带给 除了头晕胸闷，就是无比失落。到了昌果乡
当时昌果乡边防派出所主要职责就是 乡边防派出所一贯的作风。
他怎样的未来。
边防派出所，所里战友把王卿龙带进了一个 守卫山口，防止非法出入境。王卿龙第一次
10 年的艰苦，王卿龙坚持了下来。苦是
王卿龙的家庭条件和自身素养还算不 20 多平米的小房子，里面整齐摆放着 8 个高 在山口执勤，就是在谷孜拉边境工作站执 什么滋味，他也用在这里的日日夜夜咂摸了
出来：
苦是坚守，苦是不放弃。
错，如果当初选择在老家甘肃工作是比较容 低床和一张书桌。这是 1996 年修建的第一 勤。

“我就想学会吃苦，就想当西藏边防兵”

方雇工驻地群众，
为辖区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在他的努力下既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也引导
村民实现了思想的转变。
乡里有一个“老大难”尼玛，不但嗜酒， 多米的水管为老人生活专供；敬老院没有洗
10 年里，昌果乡从贫穷、落后到实现全
还喜欢惹事，家里生活特别困难。为了解决 衣机，他就带着战友到萨嘎县给老人们买回 乡脱贫，王卿龙功不可没。但在他看来，自
这个“老大难”，王卿龙一边反复教育，一边 洗衣机；
老人们吃不到新鲜蔬菜，
他就定时把 己最多算改变了个别人的生活，还谈不上为
联系总站驻村工作队帮助他学驾驶，现在尼 派出所温室里的新鲜果蔬送到敬老院。
昌果乡做了什么贡献。
玛不仅把酒戒掉了，还买了一台车在工地赚
村民不了解法律法规和扶贫政策，王卿
10 年里，王卿龙入户走访宣传 250 余
钱。
龙就主动协调乡政府不时召集村民开大会， 次，化解矛盾纠纷 100 余起，帮助困难群众
派出所隔壁是乡里的敬老院，为了帮助 跟大家讲治安和边境管理条例，还讲法律和 50 余人次，捐款 6000 余元，召开村民大会
这些弱势群体和孤寡老人，王卿龙也是煞费 扶贫政策，
鼓励群众要依靠双手努力奋斗，
靠 20 余次，发放各类宣传单 1000 余份，宣传
苦心，
最开始敬老院没有水井，
他就购买 100 勤劳致富。同时，王卿龙积极协调当地施工 册 500 余本，
受益群众达 1000 余人次。

他是在昌果工作时间最长的汉族干部
萨嘎县昌果乡没有谁不认识王卿龙，因
为在这里，除了已经安家在昌果乡的乡完全
小学校长强巴，王卿龙是在这里工作时间最
长的汉族干部。
刚到昌果派出所，王卿龙面临的最大困
难就是语言不通、开展工作得不到群众的理
解和支持，为更好地和群众打交道，王卿龙
积极学习藏语，时间一长他也能用一口流利
的藏语和群众交流。

然而，在高寒缺氧的恶劣环境下工作，
生命脆弱不堪。在乡政府的李小虎经常来边
境派出所找王卿龙帮忙，久而久之就成了朋
为确保边境一线安全稳定，加强边境地 黢黑脸庞上挂着两片高原红的年轻人，就是 卿龙就挨个安慰他们，做思想工作，几个月 友。有一次，
两人准备前往辖区走访，
刚走出
下来，昌果乡边境派出所又恢复了原来积极 派出所大门，
李小虎就捂着心脏蹲地上，
王卿
区巡逻管控力度，王卿龙组织成立了 75 人 昌果乡的
“活地图”
。
的护边联防队，在萨嘎县昌果乡政府的大力
有一年一位牧民两万块钱被盗，王卿龙 拼搏、奋发向上的面貌，上级赋予的各项工 龙赶紧给他喂了
“丹参滴丸”
才慢慢缓过来。
身上随时揣着一瓶救命用的“丹参滴
支持下，从过去的“马背巡逻队”到“摩托车 凭着自己对乡里面情况的了解，带着所里民 作任务一点也没有耽误。
巡逻队”再到现在的“皮卡车巡逻队”，他们 警对重点人员挨家挨户排查，最终抓获了偷
“所里面基本上都是 20 多岁的小年轻， 丸”，这是王卿龙在昌果养成的习惯。5300
就教导员年长点，他又在这奉献了 10 年，干 多米高的海拔，对人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常
已然是边境线上一道靓丽风景。
窃者，
把现金原原本本还到被盗者手中。
长年累月的巡逻、走访，王卿龙对整个
2019 年公安边防部队退出现役，王卿 什么都带头作表率，他说的话我们都认可。” 年在高原工作的人心知肚明。
辖区概况了然于胸：
“给我一张纸一支笔，我 龙 和 战 友 们 成 了 祖 国 第 一 代 移 民 管 理 警 副所长邓锐觉得他们还能如军人一般坚守昌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0 年青春把王卿
能画出整个昌果乡的地图。”这个个子不高， 察。个别战友表现出抵触、消极的情绪，王 果，
王卿龙的带头作用很重要。
龙磨砺成了一个铁打的兵。

“给我一张纸一支笔，我能画出整个昌果乡的地图”

米林县一起 12 人涉恶案件公开审理
本报米林电（记者 王杰学 通讯员
惠雪绒 王新颖）9 月 4 日至 5 日，米林县
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班某某
等 12 人恶势力共同犯罪案（罪名：敲诈
勒索罪）。
米林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辉作
为公诉人出庭指控犯罪。米林县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政府及乡村代表和被
告人家属共 40 余人旁听了庭审。
2017 年至 2019 年 3 月 5 日期间，被
告人班某某等 12 人利用被害人在禁渔期
捕鱼惧怕被外人发现的心理弱势，
采取遮
挡车牌号、
蒙面等行为，
通过言语威胁、
手
持木棍石头等作案工具恐吓被害人，
共实
施四起敲诈勒索犯罪，
非法获取利益。
班某某等 12 名被告人为非作恶、欺
压百姓，其犯罪行为造成了较为恶劣的
社会影响。根据《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
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米林县人民检

察院经审查，认定该案为恶势力共同犯
罪案件，被告人班某某、达某某在犯罪
中起组织和指挥的主要作用，为本案的
主犯；被告人白某甲、多某甲、索某某、
扎某某、阿某某、白某乙、旦某某、多某
乙、曲某某、西某某在本案中起次要作
用，
为本案的从犯。
庭审前，鉴于班某某等 12 人在侦
查、逮捕和起诉阶段均能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没
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
讼法》第 15 条之规定，米林县人民检察
院承办检察官依法告知班某某等 12 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后，在辩护律
师和值班律师见证下，班某某等 12 人均
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承办该案件的检察官表示，认罪认
罚从宽制度在本案中的适用，使庭审程
序更加流畅，
大大节约了庭审时间。

本报记者 王杰学 本报通讯员 惠雪绒 王新颖 摄
图为案件公开开庭审理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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