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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一名培训

组织者，郭晓博深知自己既是教员，也

是学员，不但要有好的组织授课水平，

更要掌握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实战能力。

为此，他始终坚持着“时刻先学一

步、才能带动其他人学”的工作理念，利

用业余时间强化自我训练，学习最新的

技战术理论，熟悉各类装备、武器的特

点和使用，通过多种途径提升自身业

务能力，积极参加各类培训班，认真学

习培训课程。通过跟班训练，既强化

了参训民警辅警的培训管理，提升了

组训跟班服务水平，又提升了个人能

力素质。

□李晓伟

能把一切看透，其实很不容易，因为要具备年

龄、眼界、胸襟、阅历、经验、积累等等这些看似平常

却处处透露着不平常的基本素质。

因为我们的卑微与平凡，注定与很多人或事与

自己无关时，不经意间开始变得沉默。当我们每一

个人开始变得沉默时，肯定不是已经变得孤傲和冷

漠，而是越来越看清了生活中的某些真相……有些

时候，沉默也是一种化解，化解不必要的纷争，而多

嘴多舌只会让生活陷入一地鸡毛。

据说，人的眼睛有5.76亿像素，却终究很难看懂

人心。

生命，从广义来说，它包罗万象；从狭义来说，其

实就是生活。这一生中，我们会遇见很多很多的人，

也会有很多的人从我们的生命中消失，不再出现。

我们一边得到，一边失去，同时也在得失之间不断看

远、看透、看淡。

年少轻狂时，我们都曾骄傲地不向任何压迫低

头，直到后来，我们终于学会了察言观色面对不同的

狗。以前是不懂装懂，现在只是想啥都不懂。沉默

的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可咸可甜，可以呆

萌可爱，也可以凌厉狠辣。

我们平凡地活着，总有看不惯的人，就如同别人

看不惯我们。有些事情看透不说透，自己心里明白

就好；有些事情说得太清楚，会很尴尬；但有些原则，

是必须坚持的。这个度，需要自己去把握。这里有

一种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默契。

与其多个心，不如少根筋。看透，并不是为了保

全自己而保全自己，只有在自己力量和智慧达不到的

时候才去韬光养晦，一旦自己的力量能达到的时候，

就会毫不畏惧去担当使命。换句话说，我们不是“愚

不可及”，而是以“致良知”的能量心向光明，凭着良知

中的大是大非去做事。这就是“其知不可及也”。

看透了，就是可以笑着讲述那些曾让人哭到崩

溃的瞬间。这是一个人可以到达臻于至境的必经之

路。推开自己喜欢的东西，叫成长。别拿一些不靠

四六的东西当人生，谁也不是天生的废物。所以要

藏好自己的软弱，世间大雨滂沱，万物苟且而活，没

有人想为我们背负更多。

有道是：“小时候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中年时

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老年后看山还是山，看水

还是水。”用一种通俗的说法，叫颜值要高，脾气要

好，原则要牢。

山水依旧，自在人心。我们从垂髫小儿至垂垂

老者，匆匆的人生旅途中，都在经历着这人生的三重

境界。况且，我们每个人都有阴暗面、虚伪面，这没

什么好奇怪的，对不同的生活可以有不同的态度，喜

欢就向往，不喜就陌路。

生活，不是想要多少就能得到多少。拼搏多年，

征战沙场，披荆斩棘，到最后，我们谁不在向往努力

成为一个浑身充满铜臭味的大俗人。

好奇害死猫。保持沉默，很多时候是让人不解

的，甚至是反感的，会让人感觉孤僻生硬，拒人千

里。但我们更清楚，有些话对不一定理解的人，说了

也是白说，有些事甚至是越描越黑。所以别把“心直

口快”当优点，要考虑自己的“口快”是不是会伤害别

人。当别人口快时，自己能不能愉悦地欣然接受。

人生最大的自信，就是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自

己。就像照合影相时，为了显脸小往后躲的自己；就

像微信聊天，当别人发微笑时，又不知道该怎样回

答，就说你笑得真好看。

所谓渡人，亦是渡己。

累了，就抬抬头，看看天空的太阳，给自己的心

一个舒适、温暖的拥抱。看透了，让心地多些善良，

让生活少些虚伪；做正确的事，让人生多些风采，让

命运少些无奈。对酒当歌，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

花落。这，就是人间最好的修行。看透了，就会发

现，自己的世界云卷云舒，一片澄净。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看透，不是看透世界，而

是看透自己。

（作者系汝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资深媒体人）

郭晓博
提升能力作风 时刻先学一步

蒸馍，或称馒头，为汝州当地最主

要、最传统、最普遍的面食。

汝州的蒸馍都是发面蒸馍，有实

膛儿馍（又叫瓷圪垱儿馍）、菜包儿馍、

油卷儿馍、花卷儿馍等品种。蒸馍基

本上要经过和面、发酵、整形、上笼蒸

等四个过程，制作方法分为手工蒸馍

和机制馍两种，而手工蒸馍更加受大

众青睐，汝州几家比较有名的蒸馍店，

大都是以手工蒸馍见长，曾出现排队

买馍的情况。

据传，馒头为三国时期诸葛亮发

明。《三国演义》中记载诸葛亮七擒孟

获，平定南蛮之后，过江受战死冤魂之

阻。诸葛亮不忍用人头祭祀，而发明

用发酵面团蒸成的馒头为替代品。

“馒”通“蛮”，“馒头”即意为“蛮头”。

蒸馍的问世，反映了我们祖先从

很早时候起，便熟练地掌握了酵母菌

的生化反应特性，是中国古代劳动人

民在食品微生物方面的一项伟大发

明。明代《本草纲目》载：“蒸饼（蒸馍）

味甘、性平、无毒。具有消食、养脾胃、

温中化滞、益气和血、止汗、利三焦、通

水道”之功能。汝州有一常年走街串

巷卖蒸馍的老人，长长的吆喝声像唱

戏一般婉转悠长：“热馍嘞，馍热嘞，甜

咸花卷儿，还有菜包儿嘞！”

（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供稿）

□张鸿飞韩恒超/文 韩恒超/图

郭晓博，汝州市公安局政治处

民警，负责教育训练、人事、共青

团、民警思想管理工作，先后荣获

个人嘉奖4次，多次被汝州市委统

战部、共青团汝州市委、汝州市总

工会评为“先进个人”“优秀团干

部”“先进工作者”。

2022年4月，郭晓博被平顶山

市公安局评为全市公安机关“思想

政治工作”先进个人。

青春的底色，永远是“奋斗”两

字。

黧黑的皮肤、阳光的笑容，为人

友善的郭晓博，警校毕业后，曾先后

做过铁路公安民警、派出所内勤民

警、政治处内勤民警，多岗位锻炼让

他对公安工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自 2016年从事教育训练工作

以来，郭晓博时时处处注意学习，向

前辈战友请教如何组织做好训练工

作，勤于钻研。

工作中，郭晓博以初学者的姿

态，站在服务全警、提升训练成效的

角度，认真组织好每一期培训班，管

理好每一名参训的民警辅警，一丝

不苟、组织得力、服务到位，很快得

到了全局民警辅警的认可。

2017 年 12 月，在组织民警参

加河南省公安机关实战化训练考核

比武时，郭晓博组织参赛民警进行

集训，对照比武考核标准提高训练

强度，落实一人一教官，一对一迅速

提升参赛民警警务实战技能。经过

教官团队的指导，参赛民警刻苦训

练、沉着冷静参加比赛，凭借精湛的

警务实战技能获得全省公安机关实

战化训练考核比武团体第三名的好

成绩，为汝州公安赢得了荣誉。

自能力作风建设活动开展以

来，郭晓博充分发挥岗位优势，结合

全警实战大练兵工作，积极组织各

警种通过集中培训、岗位练兵、一线

送教、跟班作业、开展“钉钉云”课堂

授课等形式，不断强化全局政治理

论、警务实战技能培训学习，全面提

升了公安民警辅警队伍的履职能力

和专业水平。

今年以来，郭晓博注重加强研学能

力作风建设，积极向上级上报方案，与

兄弟县市（区）公安局交流教育训练工

作，以能力作风培训为抓手，取长补短、

科学合理拟定年度实战大练兵工作方

案；注重培训成效，积极了解各警种培

训任务、各实战单位参训需求，紧贴一

线执法执勤工作实际，不断更新教学内

容，与时俱进改进组训方法，突出警种

专业培训，提升训练工作水平。

在教育训练工作中，郭晓博大力加

强专业训练，组织网安、刑事技术、科技

信息通信、视频监控和反恐、维稳、法

制、侦查、审讯等专业力量培训，打造新

型警务精锐力量。本着“面向基层，紧

贴实战”的原则，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地

开展全警实战大练兵工作，采取内聘外

请的方式，让警务实战化培训提升基层

战斗力，共组织开展培训班12期，培训

民警辅警900多人次。

在服务全局配枪民警工作中，他充

分发挥政治主官工作优势，既加强民警

思想动态跟踪掌握，又着力提升配枪民

警公务用枪使用技能，常态化开展武器

使用训练培训，有效利用汝州市公安局

建设的现代化智能地下靶场优势，组织

全体公安民警进行武器使用培训考核。

同时，郭晓博在训练中，有针对性

开展了枪支性能、基础操作、故障排除、

射击技巧等方面的讲解，并对两种训练

枪型分别进行了实弹射击训练，确保每

一名公安民警都会正确使用武器、规范

排除武器故障情况，为有效地处置各类

突发暴力事件打下坚实基础。

在日常训练组织工作中，郭晓博积

极服务警务实战教官开展课程研发，培

养梳理反恐实战精英，推进实战教学。

组织兼职教官，紧贴实战需要，在反暴

恐、车辆盘查等实战科目精心研发技战

法，实练业务本领，制作本地实际需求

的课件，在重要安保期间，组织一些有

丰富实践经验的业务骨干担任兼职教

官，开展一线卡点、实战单位送教培训，

积极指导一线单位开展实战技能训练。

邀请河南警察学院教官为汝州市

出入口各安保执勤卡点、机关科室、实

战大队、派出所等岗位256名民警辅警

开展疫情中防护知识培训 12次，使全

体参训人员都能充分认识到执勤一线

个人安全意识的要点，及时纠正容易疏

忽的部分防护盲点，提升正确应对各类

涉警情处置能力。

重大节日安保期间，郭晓博扎实做

好各项训练安全工作，组织以视频会议

形式举办民警辅警心理健康培训班 4

期，并多次组织开展“下基层上一线”送

教培训活动，带领教官团队到一线卡

点、实战单位进行送教培训10次，及时

发现安保期间执法执勤工作中容易忽

视的安全防护隐患，纠正民警辅警自身

防护中存在的问题。通过现场组织学

习安保警务战术使用及盘查技巧示范

教学。

通过“走进式”教学，郭晓博把课堂

搬到一线卡点，深受执勤卡点、实战单

位民警辅警的欢迎，减少参训人员聚

集，确保各种安保期间实战技能培训不

间断，全警能力素质不断提升，让参训

的民警辅警都能够及时学到有用的技

战法，增强自身防护能力，为全局民警

辅警警务技能提供了坚实的能力素质

基础。

青春的底色，永远是“奋斗”两字。

郭晓博说，他要时刻牢记“对党忠诚、服

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

继续围绕能力作风建设活动要求，充分

发挥个人特长，立足本职，服务大局，不

断丰富训练内容，改进教育培训方式方

法，开拓进取，高质量完成上级及局党

委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在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为汝州公

安工作奉献自己的力量。

勤学善思
提升训练成效

锤炼精兵 大力开展能力作风培训BB

锐意进取 提升组训跟班服务水平CC

聚焦实战 积极回应基层培训需求DD

看 透

郭晓博 郭晓博在集训中

汝州市东区

云上汝州

汝州大峪

体育中心体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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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