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

这变幻莫测的世界……借我借我一双

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1993年，著名军旅剧作家、词作

家阎肃应邀专门为央视“3·15”晚会

写的歌曲《雾里看花》唱响大江南北。

此时，朱小芳11岁，还是一名小学生，

“这是属于我们80后的歌曲”，朱小芳

说，这首歌写得好，用“雾里看花、水中

望月”来表达假冒伪劣产品的“变幻莫

测”，但我们做警察的，只要心中有责

任，自不必再借一双慧眼。

陵头派出所所长杨要来在追逃工

作上颇有心得，在寄料派出所担任教

导员时，和战友们一年曾抓获30多名

网上通缉等逃犯。

杨要来说，一次，有个村民来更换

户口簿，根据她留下的手机号码等信

息，所里成功将其作案后潜逃多年的

丈夫抓获，“这就需要有强烈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心细如发，在蛛丝马迹中寻

找线索，然后抽丝剥茧抓获藏匿他乡

的犯罪嫌疑人。”

杨要来认为朱小芳就是这样一个

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好警察，

对群众暖心，对犯罪分子穷追不舍，做

到了一警多能、一警多用。

2019年，朱小芳在工作中发现了

洛阳市伊川县网上在逃人员王某芳。

这个年方28岁的年轻女子，因涉嫌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019年4月3日

被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分局经济犯罪侦

查大队上网追逃。发现王某芳的踪迹

后，朱小芳抓住时机紧张摸排，查明其

隐匿在伊川县一早教中心，遂立即和

杨要来赶往伊川县城，并一举将其抓

获。

2018年12月，朱小芳通过联系

村干部，并多次前往涉嫌网络赌博诈

骗在逃人员王某家中讲解法律政策，

请家属和亲戚劝说王某主动投案自

首，争取宽大处理。经过不懈努力，

王某最终主动到陵头派出所投案自

首。

据统计，在做好户籍工作的同时，

朱小芳注重从全国在逃人员信息网甄

别网上在逃人员，做到了在逃人员姓

名、户籍信息、面貌特征熟记于心。到

陵头派出所工作三年来，朱小芳与战

友直接抓获网上在逃人员3人、劝投

网上在逃人员1人。

□李长城

依稀记得，当年我和妹妹站在院门口杨树下，

踮起脚尖向路口张望的情景。

天刚蒙蒙亮，在蛐蛐的鸣叫声中，父亲简单吃

了饭，把前几日做好的板凳用绳子扎好，准备挑着

去镇上赶集。我连忙跑去央求道：“爸，我也要

去。”父亲严厉地说：“你在家把牛喂了，再去割点

儿草，我回来给你带些好吃的。”那天，我心里满是

期待，干起活儿来特别卖力。

月亮从半山腰爬了上来，我和妹妹望着远处

空荡荡的小路，期待着能闪现父亲的身影。我许

下心愿：今天父亲带回来一袋甜甜的糖果。

勤劳的农村人，每天在田地里忙碌着，时间在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慢慢流走。刚上小学时，学

校还没有钟表，老师在教室门口的墙上画两道线，

用于记录时间。当阳光照射到第一道线时，中午

放学；到第二道线时，下午放学。我观察着门口的

影子，看着它一点点靠近线条，心中畅想着放学后

去哪里玩耍。

那时，我多想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手表啊。我

小心翼翼地将心愿告诉父亲，他摇摇头，随后拿出

圆珠笔，在我手腕上画了一个“手表”。时间就这

样在我心里刻下了印记。

门口杨树的年轮增加了一圈又一圈，我坐着

公共汽车去了更远的县城。周末，和同学相约外

出，第一次在百货商店见到收音机，一个小小的盒

子，竟会发出那样美妙的声音。那段时间，我时常

想着怎样才能拥有它。

我开始省吃俭用，半年后，它躺在了我的手

中。操场上、宿舍里，闲暇时、深夜间，我听着从空

中飘来声音，陶醉着、沉醉着。记得当时有一个听

众点歌的节目，我时常听。课余时间，我写了一封

信邮往电台，点了一首喜欢的歌。从那以后，我每

天盼望着。终于，当收音机里响起伍佰唱的那首

《挪威的森林》时，我仿佛也徜徉在森林之间。

年龄在增长，我的心愿随着改变：上个好大

学，找份好工作，买个新房子，有个健康的身体，读

更多的书……我庆幸生在这个最好的时代，可以

追随自己的心愿，为之拼搏奋斗。

日子好似树上的落叶，一片片落入泥土，孕育

新的生命。不知不觉女儿该上小学了。我问女

儿，新学期有什么心愿？女儿回答：我希望爸爸妈

妈陪我多一点儿。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父亲。这些年，我们都

在为生活忙碌，回家的次数逐渐少了，父亲却时时

打来电话，惦念着我们。周末，我们踏上了回家的

路。刚到村口，远远看见父亲站在当年我和妹妹

站的地方，向我们张望。

一瞬间，我泪流满面，默默许下心愿：未来的

日子里，多陪伴父母，多陪伴家人！

（作者系郑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兽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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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朱小芳，39岁，党员，本科学历，现任汝州
市公安局陵头派出所户籍民警。2005年12月参加公安工作
后，朱小芳曾在三个基层派出所担任户籍民警近16年，2012
年获汝州市公安局嘉奖，2013年获汝州市公安局年度业务标
兵称号，2014年获汝州市“五一劳动奖章”，2019年获平顶山
市公安局“十佳女警”称号、同年再获汝州市公安局嘉奖。

感悟 户籍工作再细心些，对待群众再用心些，解释
政策再耐心些，只要我们这样做了，没有不理解我们的。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韩恒超/文张鸿飞/图

10月9日，国庆长假上班后第二天中午，朱小芳就和同

事张磊驱车赶往陵头镇大庙村，了解村民廉栓宁办理户口

后，残疾证、低保等申请办理情况。

在电话中得知朱警官前来探望其母亲的消息后，毛帅

鑫迎到了村口，一是表示欢迎和感谢，二是为朱警官带路，

顺利绕过两个月前因连续强降水被冲毁的道路。

毛帅鑫与朱小芳相识于8月16日，这段缘分源于朱小

芳不遗余力帮助其母亲廉栓宁解决了32年无户口，本该正

常享受的待遇因此无法享受的问题。

朱小芳说，8月16日那天，毛帅鑫来到陵头派出所户籍

室，满面愁容又有些忐忑地求助，说他妈妈30多年没户口，

能不能帮忙解决？

30多年没户口？毛帅鑫的话让朱小芳心头为之一震，

连忙让其坐下详细说明情况。

毛帅鑫说，他的母亲廉栓宁是洛阳市洛宁县人，1989年

到了大庙村，与他的父亲毛占营结婚，之后生下了他和姐

姐。因母亲有智力障碍，父亲有下肢障碍，这些年不仅从未

与洛宁老家联系，也找不到为母亲解决户口问题的渠道，母

亲的户口问题就搁在那儿了。

送走毛帅鑫后，朱小芳将情况逐级汇报，并与洛宁警方

取得了联系。经数次沟通，洛宁县兴华派出所户籍室回复

说：“没查到廉栓宁的户籍登记。”

按照规定，廉栓宁需要补录户口，而补录户口，廉栓宁

就必须回原籍，请当地派出所出具相关落户证明，但考虑到

其丈夫刚因大病去世，本人又不方便来回奔波，朱小芳一边

与洛宁警方沟通核查，一边在大庙村走访调查，确认毛帅鑫

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

调查核实后，朱小芳向汝州市公安局户政科作了汇报，

于8月30日为廉栓宁补录了户口，打印了居民户口簿，办理

了居民身份证。

9月1日，毛帅鑫和母亲廉栓宁将一面“情系百姓 为民

办事”的锦旗，送到了陵头派出所。

廉栓宁远在洛宁的哥哥获知妹妹现在在汝州生活的消

息后，惊喜万分，专程前来探望。此前，他一直觉得30多年

杳无音信的妹妹，恐怕早已不在人世。

10月11日，毛帅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今年25岁，

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毕业后就在上海工作了。前段时间，父

亲患大病住院，他辞职回来照顾父亲，父亲去世后，才有了时间

为母亲的户口到派出所求助。“妈妈没户口的事，我从记事起就

知道。户口问题解决了，妈妈办理了残疾人证，接着就能申请

办理低保、医保等手续，可以享受到应该享受的福利待遇了。”

记者在采访中获知，朱小芳不遗余力暖心为民办实事

的故事还真不少。2019年2月3日，陵头镇李爻村老人武

松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派出所，感谢朱小芳为她解决了孙子

的户口问题；2019年5月30日，陵头镇陵头村村民宋栓，来

到户籍室要求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孙女申报户口，朱小

芳走访调查核实情况后，逐级上报，汝州市公安局开辟绿色

通道，特事特办，顺利地给孩子申报了户口，为孩子顺利参

加合作医疗、报销巨额手术费，打下了基础。

□孙利芳

上班路过地矿游园，一阵熟悉、浓郁、甜蜜的

香气穿越高高的围墙，随着淡淡的秋风扑鼻而来，

沁人心脾，令我惊喜不已。哦，又到了桂花飘香的

季节，一定是单位那棵桂花树上的桂花飘来的香

气。我快步走进单位，直奔车棚下面的桂花树下。

只见桂花树圆润碧绿的叶子间，点点鹅黄，如

米粒般的桂花已悄然绽放。那浓密的、淡黄色的、

小巧玲珑的、可爱的桂花如点点繁星镶嵌在郁郁

葱葱的青枝绿叶间，一簇簇、一丛丛正悄然释放着

迷人的芳香。这是一种怎样的花儿啊！虽没有硕

大无比的花瓣，没有千娇百媚的容颜，更没有绚丽

多姿的色彩，看起来是那么平凡普通，不引人注

目，却又是那样的恬静淡然、怡然自得，悄然绽放

在八月这个令人心生温情的季节，默默地吐露着

惬意无比的芬芳，给人们送去无尽的清香，给人们

带来中秋团圆的喜悦！

闻香思亲人，赏花念父恩。抚摸着这棵已经

陪伴了我20多年的桂花树，我百感交集。凝望着

朵朵桂花，不禁让我想起栽下这棵桂花树的公公，

一股暖流夹杂着缅怀亲人的酸楚和悲痛在我的胸

中荡漾回旋。

这棵桂花树是1996年单位办公楼落成时公

公亲手栽下的。如今经历了25个春夏秋冬的风

风雨雨，这棵桂花树椭圆的叶片依然光滑细致，翠

绿如初，花朵依然清雅素淡，清香依然舒畅惬意，

花魂依然古朴典雅清丽飘逸。这25年间，因改造

自行车棚，改造办公楼，绿化院落等，桂花树虽然

有时看起来很碍事，但单位领导职工一听说是公

公栽下的，而且是桂花树，或因怀念公公，或因喜

爱花香，大家都极力保护、细心呵护着，因而，这棵

桂花树经历了六七任领导的变迁，依然保存完好，

而且越来越郁郁葱葱，越来越蓬勃向上。每年中

秋节前后，便会芬芳暗吐，毫不张扬地奉献着一缕

缕香、一朵朵花、一片片情，恰似地矿局一个个平

凡普通而又团结奋进的职工。

公公生前工作上勇挑重担，是我学习的榜

样。1992年，地矿局成立之初，没有办公场所，没

有经费，没有人员，是个典型的“三无”单位。公公

接受组织安排，承担起管理矿产资源的责任。他

想办法租用老干部活动中心的两间房子，带领同

志们开始狠抓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摸清汝州市矿

产资源家底，查明共有46种矿产资源，其中，煤炭

是汝州市最丰富的资源。公公带领全体干部职工

讲矿产法、搞宣传、化解矛盾，抓好矿产资源补偿

费征收工作，为矿山企业服务，制止违法行为，保

护矿产资源，落实“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

的政策方针，他常常天不亮就出发，深更半夜才回

家。在他的带领下，汝州市的矿产资源管理工作

受到省里的多次表彰，当年原地矿部的领导还亲

自到汝州视察工作。

就这样，公公带领全体干部职工奋斗了四年

多，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办公楼，地矿局从寄人篱下

到拥有了自己宽敞明亮的办公场所，单位和全体

干部职工有了自己的家。这座办公楼一直用到现

在。

公公在工作上不但有魄力，生活上也是细心

之人。他非常喜欢花，于是在1996年地矿局办公

大楼落成时，在办公楼前栽下了这棵桂花树。公

公之所以栽下桂花树，一是因为桂花是吉祥之花，

八月中秋，团圆之时，花开时节，树上满是金黄色

的花朵，让人赏之喜悦，心情美好，闻之香气袭人，

吸入肺腑，荡气回肠。同时，桂花也代表着收获。

花开金秋时节，秋桂如金，秋之收获，象征着胜利

和收获。公公还说：“其实地矿局的每一位职工都

是一朵花香四溢的桂花，虽然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一朵如米粒般的桂花也很渺小毫不起眼，但团结

起来力量就大了。好多人团结起来才能成就我们

地矿局团结奋进的脚步，好多小花簇拥在一块儿

开放就会散发出无比的芬芳。做人也要跟桂花一

样，即使再平凡，也有属于自己那份独特的芬芳。

只要齐心协力，再小的花也能将芬芳播撒到远

方。只要团结一致，再困难的事都能够办好。”

如今，公公离开我们9年了。每到桂花飘香

的季节，我都会站在桂花树下赏花，缅怀亲人。每

到桂花飘香的季节，那一朵朵的花总能净化我的

灵魂，激励我的人生，总能给我最沁人心脾的芬

芳。每到桂花飘香的季节，公公的话总在我的耳

边响起。我也遵照公公的遗嘱，工作上勤奋认真，

踏踏实实，无私奉献，毫不张扬，将自己的力量发

挥到极致，即使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为了地矿事

业的发展，依然一直默默奉献。生活上，团结同

事，亲切待人，宽容一切。学习上，一直牢记公公

教诲，书山有路勤为径，长到老学到老。

站在桂花树下，凝望着朵朵轻黄淡白的桂花，

呼吸着丝丝缕缕桂花的清香，朵朵桂花，馨香绵

长，缕缕思念，父恩难忘，朴素感恩的情绪在我的

心房荡漾。亲爱的爸爸啊，您让我明白，不管自己

如何平凡渺小，也要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社会，也

要把自己的芬芳奉献给人类！放心吧，我会加倍

地努力，刻苦地钻研，勤奋地工作，快乐地生活，就

像这清雅纯洁的桂花一样，默默无闻地把自己的

芬芳悄悄地传递，无怨无悔把自己微薄的力量释

放、释放……

父恩似海，亲情绵长，铭记在心，桂花永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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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民警朱小芳

暖心为民 慧眼追逃

32年无户口一朝得解决
还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

心中有责任自不必再借一双慧眼

桂花香里忆父恩

小小的心愿

朱小芳探望廉栓宁

朱小芳

作者简介 孙利芳，女，中国自然资源作

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汝州市作

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自然资源系统作

家研修班学员，曾参与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发行的《汝州市地质矿产志》的编撰工作，出

版散文集《素心芳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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