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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何金燕
宁夏日报记者 王溦
吐鲁番日报记者 董生祥

在邵阳的农村，有一抹靓丽的“辅警蓝”。
作为湖南人口最多的市， 邵阳为破解农

村警力不足难题，2016年在全国首创“一村一
辅警”制度，3299名驻村辅警，穿上蓝色警服，
严守农村治安第一道防线。 今年以来，邵阳市
农村地区刑事案件发案数同比下降21.3%。

10月19日，在邵阳召开的湖南省“一村一
辅警”建设现场推进会部署，2019年2月底前，
全省2.3万多个建制村，每村至少配备1名专职
辅警。“辅警蓝”，将逐渐遍布三湘四水，擦亮
乡村振兴的“平安底色”。

如何破解“瓶颈”、完善管理制度，充分发
挥驻村辅警作用，打造农村社会治理的“湖南
样本”？ 10月下旬，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辅警进村， 守住农村治安第
一道防线

“我家起火时，是驻村辅警刘卫治第一个
冲上去。 他手指头多处被烧伤。 ”面对记者的
采访， 邵东县火厂坪镇伟华村村民曾某竖起
大拇指。

10月17日上午9时， 曾某家不慎起火，楼
房浓烟笼罩，情况危急。

接到火警后， 驻村辅警刘卫治和村干部
迅速赶到现场。 村干部打电话通知救援，刘卫
治组织村民灭火，火势被有效控制。

前不久， 邵东县廉桥镇新建村发生一起
邻里纠纷。 村民赵余权种的红薯藤长到赵金
会的庄稼地，两人起了口角。

不知谁打了电话， 驻村辅警刘学军和村
干部赶来调解。

“刘警官一劝说，我们的气就消了。 ”赵余
权乐呵呵地说道，“以前，小事不敢报警，出了
大事，只能等警察远道而来处理；现在，有困

难第一时间喊辅警，5分钟就能来。 辅警驻村
送平安。 ”

在邵阳全市， 像刘卫治和刘学军这样的
驻村辅警，每周有4天吃住在村上新建的“一
村一辅警”工作站，剩下的1天，要去派出所值
班、学习。

邵阳这抹“辅警蓝”，正逐渐向三湘四水
蔓延。 娄底、永州、怀化等多个市州，农村辅警
遍地开花。

脱下戎装，换上警服，退伍军人梁超成为
怀化的一名驻村辅警，每天走门串巷、治安宣
讲。

今年7月3日晚， 娄底市娄星区长青地下
商业街发生一起杀人案， 万宝镇治安队辅警
曾田根及时提供线索，助力快速破案。

“驻村辅警，守住农村治安第一道防线。 ”
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龙铁军说， 驻村
辅警要做好治安防范组织员、 矛盾纠纷调解
员、情报信息收集员、法律政策宣传员、便民
利民服务员、警务下沉联络员、交通安全协管
员、乡村义务消防员“八大员”，最核心的就是
为群众办事服务。

“流动探头”缓解警力不足，
农村刑事案发率下降

邵阳是我省人口第一、面积第二大市，农
村人口、山区面积占比七成，社会治安状况复
杂，农村治安稳定成难题。

为此，2016年， 邵阳市在全国率先推行
“一村一辅警”农村警务战略，让警务工作真
正下沉到基层。

截至目前，邵阳市共有3299名驻村辅警，
邵阳市165个农村派出所平均警力从6.8名提
升到19.9名，是原来的2.93倍。

农业大市怀化， 农村面积占比72.2%，治
安问题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自2017年起， 怀化市农村治安防控工作
全面铺开，2458个行政村根据当地实际均配

备了专职、兼职辅警，配备率达到100%。
如何集结这支队伍警力， 擦亮乡村振兴

的“平安底色”？ 邵阳市公安局打造了“一村一
辅警”管理平台，科学建制，网上督导。

在管理平台地图上，随机一点，可以追踪
每一位辅警的工作动态信息。

刘学军告诉记者，他每天走访群众、宣传
法律知识、发放资料等，每项工作都要在“掌
上警务”详细录入，“我们的工作轨迹，都能在
后台实战中心看到。 ”

龙铁军说， 驻村辅警上岗后， 吃住在农
村、工作在基层，零距离服务群众。 他们每天
走村串户，对犯罪分子是一种无声的震慑，起
到了“蚊香效应”和“鲶鱼效应”。“蚊香效应”
即像蚊香一样把“蚊子”熏走。“鲶鱼效应”即
辅警进村后组织起村里的巡逻队， 激发了农
村群众治安防控的内生动力。

在邵阳市副市长、 市公安局局长谭学军
看来，“雪亮工程”密织了“天网”，“一村一辅
警”铺筑着“地网”，成为农村综治的“流动探
头”，是社会治理组织者、社会矛盾调解员、社
会摩擦润滑剂，对基层矛盾纠纷的调处由“事
后处置”到“事前预防”，实现了“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辅警驻村后， 长期困扰全省公安机关基
层警力不足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极大地提
高了农村地区见警率和出警速度。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邵阳市、娄底市、怀
化市农村地区刑事案件发案数分别同比下降
21.3%、36.7%、20.4%。怀化市1769个村实现零
发案。

细算“民生大账”，老百姓安
全排第一

农业丰，则基础牢；农村稳，则天下安。
邵阳市在推行“一村一辅警”的同时，启

动了视频监控系统、“三实”信息采集、消防基
础设施等建设。 按照每村一名辅警、一个工作

站，辅警年人均4万
元 、 每个工作站
5000元建设经费
标准，由市、县两级
财政予以保障，纳
入财政预算。

“这意味着全市每年至少要投入1亿多
元， 对于财政并不宽裕的邵阳来说， 开支不
小。 ”邵阳市委书记龚文密细算着这笔“民生
大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关乎老百姓生命
财产安全，不管钱多钱少，首先要保证邵阳市
826万老百姓的生存安全。 ”

截至2018年8月，邵阳市县两级为“一村
一辅警”共投入资金2.58亿元，配备摩托车379
辆，电动自行车2055辆，自行车865辆。

驻村辅警确保了农村治安的稳定， 他们
自身的“稳定”也日益重要。

如何管理好驻村辅警队伍， 塑造辅警荣
光？ 今年，邵阳市公安局推出“一村一辅警”层
级化管理办法。 结合辅警工作年限、业绩和现
实表现、考核奖惩等情况为辅警确定层级，分
为实习辅警、三级辅警、二级辅警、一级辅警，
设置相应的层级津贴，并配发相应辅警衔、聘
书、工作证。

2016年7月，在邵阳市保安公司从事押运
工作的熊大吉，报考武冈市公安局“一村一辅
警”，通过笔试、面试、政审，成为迎春亭街道
办事处石羊村一名驻村辅警。 到岗后，熊大吉
挨家挨户走访村民，串百家门，知百家情，解
百家难，连百家心。 10月8日，在武冈市公安局
举行的“一村一辅警”授辅警衔仪式上，熊大
吉被授予一级辅警衔。

“这份荣光激励着我，也鞭策着我，要为
村民们做更多实事、好事。 ”虽然每天做着琐
碎的事， 但熊大吉坚信，“认真把群众的每一
件事情都做好，站好每一天的岗，就能铺就广
袤农村的平安大道。 ”

破解瓶颈，完善制度，让驻村
辅警留得住

记者采访中也发现，目前，邵阳、怀化、娄
底、永州等地“一村一辅警”运行还存在一些
瓶颈，有待进一步完善。

今年暑假， 湖南警察学院刑技系主任岳
光辉教授带领学生对邵东的“一村一辅警”工
作进行了深入调研。

岳光辉认为，目前还存在三个问题：一是
政策连续性问题，招人、工资待遇等都在摸索
中，要保障“一村一辅警”持续运转，还需要更
周详的考量； 二是部分地区驻村辅警待遇较

低，队伍流动性较大；三是要严把入口关，虽
然是警务辅助人员， 但代表的是公安队伍的
形象， 要通过业务培训提升驻村辅警的整体
素质。

龙铁军也认为，目前有些地方对推行“一
村一辅警”工作的思想认识还不到位，部分地
方保障存在一些困难。 同时，驻村辅警流动性
比较大，还要想办法拴心留人。

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明儒指出， 辅警
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实现制度化，建立管
理、保障、激励、安全等方面的机制尤为重要。
让辅警热爱和安心工作， 才能有效开展社会
综合治理，让更多群众享受改革红利。

如何完善“一村一辅警”制度，实行更为
科学合理的动态化管理？ 如何既让辅警在职
业发展等方面有上升空间， 又让他们能沉下
身子护卫平安乡村？

“新时代农村群众有享受均等公共安全
服务的新期盼。 ”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基层基础
指导支队支队长曹建辉表示， 未来将加强队
伍管理，充分发挥驻村辅警的作用；开展业务
培训，让他们尽快融入岗位；推广邵阳首创的
“一村一辅警”层级化管理办法，拓展他们的
职业空间。

记者从省公安厅了解到，省委、省政府高
度重视这一项工作，从明年开始，将安排省级
财政给予一定保障。 省公安厅即将出台驻村
辅警工作规范，对招什么人、做什么事、怎么
管理和监督、相关保障等多方面进行规范。

当“辅警蓝”遍布全省各村，或许就如邵阳
农民赵余权所言，“辅警进村，外出的人放心了，
家里的人安心了，留守老人儿童开心了。 ”

“一村一辅警”，织起农村平安网———

“辅警蓝”擦亮“平安色”

■记者手记

“蚊香效应”
和“鲶鱼效应”

李国斌 王溦

一村配备一名辅警，看似简单的举措，
实际上盘活了基层的治安防控体系， 擦亮
了乡村振兴的“平安底色”。

在业内人士看来，“一村一辅警” 起到
了两种效果：“蚊香效应”和“鲶鱼效应”。所
谓“蚊香效应”，就是驻村辅警能对犯罪分
子起到震慑作用，像蚊香一样把“蚊子”熏
走。“鲶鱼效应”，是指鲶鱼在搅动小鱼生存
环境的同时，也激活了小鱼的求生能力。辅
警入村后，组织发起村里的巡逻队，激活了
群众的主体意识， 同时公安部门触角延伸
到农村，能及时掌握情况、发现有关线索。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社会治理
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国家长治
久安的基石。 当前，正处社会转型期、改革
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交
织在一起。而基层一直以来警力捉襟见肘，
难以应付一些复杂的局面， 亟需创新基层
社会综合治理，把矛盾快速化解在基层。

推进以“一村一辅警”为代表的农村综
合治理工作，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平安之基，
是加强治安防控的现实之需， 是回应时代
要求的群众之盼。要进一步完善“一村一辅
警”工作的有关举措，健全长效机制，夯实
“一村一辅警”工作基础，满足农村群众享
受均等公共安全服务的新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