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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民警梁朝入选
“新时代南粤民警之星”
首批候选人

他被誉为省港澳教官
“武状元”
10 月 11 日上午，南粤民警之星候选人新闻发布会召开，并正式启动广东公安“新时代南粤民警之星”评选活动。被誉为省港澳教官“武状元”
的佛山民警梁朝入选首批候选人，成为 12 名候选人之一。
46 岁的梁朝是佛山市公安局警校训练科科长，是佛山警队警务实战训练总教官。20 多年来，凭着心中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种对职业深深的
热爱，他一次又一次在紧要关头挺身而出，摘得如许荣誉，先后被评为全省公安系统优秀教师、省优秀人民警察，2012 年立一等功一次，三等功三
次；
入选全省警务技能教官专家库成员，曾多次在公安部、国内各省市以及广东省各教官培训班中担任主讲教官。

不服输的
省港澳教官
“武状元”
一位身高 1.75 米的男子站在安静的
训练场上，
他的身后，
总教官开始皱眉；
打
完子弹的同班教官已退后一排，
这些教官
用
“高手太多”
来形容，
香港的飞虎队成员
就在其中。
现场如此安静，
甚至可以听见心跳的
声音。豆大的汗珠沿着两鬓发际线流下，
梁朝稳了稳身子，紧咬嘴唇，用早已麻痹
无力的食指紧扣板机：
“砰-砰-砰”
子弹一
颗一颗地从枪膛飞出，
他的耳边，
“嗡-嗡嗡”
作响。
这是 2011 年在香港开展的亚洲最高
级别武力使用教官培训班第一天训练的
场景。
“第一天枪械训练，在规定时间内，
他连子弹都打不完！”香港警察学院任课
教官陈伟成回忆梁朝的事迹，
如此说道。
41天后，
梁朝再一次站在了枪械考核
场。这一次，他创造了一个奇迹般的神
话：
一举在枪械考核中夺冠，
惊艳全场，
赢
得了香港教官俗称的
“武状元”
称号，
成为
广东教官第一人。而他的名字，
也被永久
地刻印在香港武力使用教官荣誉榜的铜
质牌匾上。
“那一刻，我绝不能输！我一定要带
着荣誉归来。”
如今回忆起 7 年前事迹，梁
朝话语显得平淡，
眼神望着窗外远方。
虽然已年过四旬，
但皮肤黝黑的梁朝
仍热情似火。在他的教学训练中，
他说自
己只要还能动，
就要用这身
“老骨头”
给新
兵亲自演示。这逗得学员哈哈大笑，
但年
轻的学员哪里知道，这位“知心大哥”教
练，
骨子里却是一个
“不撞南墙不回头”
的
血性男子汉。
高考那一年，梁朝落榜，上本科的梦
想瞬间熄灭。
“我一定要考上本科！”梁朝
说，在梦想破灭的第二天，他就给自己定
下目标：回去复读，一定要实现自己心中
的目标。第二年，
他选了体育。
最终，
梁朝以广西体育高考状元的成
绩考上了本科。有时他问自己，
吃那么多
苦，为了什么？
“就是要跟自己较劲，一定
要克服困难去努力！
”
这种性格品质，一直伴随梁朝到今
天。从当年一定要考上本科的追风少年，
到如今两鬓斑白还要用这身“老骨头”演
示的
“总教头”
，
梁朝说，
他只想告诉学员，
遇到困难，
要迎难而上，
不服输。

完成 41000 多人次培训
46 岁，
近知天命之年。今年9
月 10 日教师节，一名学员从远方
给梁朝发来微信祝福。梁朝乐呵
呵地打开微信往下滑：
“啊，
好多祝
福，佛山的、各地的、全国的，都
有。
”
他笑着，
眼角的鱼尾纹绽露。
可是谁又知道，自他从教以
来，共完成 41000 多人次的培训
任务！这可是佛山至今培训量最
大的教官！
一份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
梁朝带领的警校的教官团队在近
5 年累计约 17000 人次各种专项
技能轮训，93 多万发实弹射击训
练量，
没有发生过一起枪弹安全事
故；他曾多次组织全市、全省的教
官培训达 500 人次。他传教的足
迹遍布清远、
惠州，
黑龙江、
贵州铜
仁、湖南湘潭、山东沂源、广西梧
州、新疆喀什、伽师、云南曲靖，送
教的足迹遍布新疆、
四川、
广西、
贵
州等西部边远地区。
“大家好，
我不是梁朝伟，
我没

■佛山市公安局警校教官梁朝为学员教授 64 手枪使用方法。

“仗怎么打 兵就怎么练”
善 学 ，是 梁 朝 不 断 创 新 的
方法论。
说起不断学习，梁朝的敏锐
度就如空中飞翔的老鹰之眼，时
刻洞察着地面上最新动态。这
种长期让自己处于高度紧张的
状态，
已经成为梁朝的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对军队训练
的要求是“仗怎么打、兵就怎么
练 ”，梁 朝 对 此 牢 记 心 中 。 他
说，警察的训练也是一样，要以
受训民警为中心去谋划训练，
以问题为导向，聚集执法风险，
“缺什么、补什么，什么难、就多
练什么。”
让实践得出真知。梁朝曾
主动到佛山公安赫赫有名的打
两抢专业队锻炼，与专业队民
警一同扮搭客佬，一同极速追
击，一同冲锋在前。
“ 在基层学

到了研判、跟踪、抓捕等各种业
务技能。”
正 是 与 基 层 实 战 接 轨 ，让
梁朝深刻了解到实际工作中，
民警会遭到执法对象辱骂、言
语恐吓、肢体纠缠等妨碍执法
的种种行为。
“打耳光、挥拳攻击、推搡
冲击、撞击、持械攻击等危及人
身安全的暴力行为。我们民警
遇到这些，该怎么办？”这是一
个 新 现 象 ，需 要 新 的 解 决 方
法。在基层实践中，梁朝敏锐
地把每一次感触，都记在自己
的随身小本子上。
在梁朝执教 20 年中，他建
立了一个拥有上百人的实战信
息员群，以及上千个案例视频
库。
“ 就是要让教学既有理论引
导，又有实战案例支撑，始终能

紧贴实战。”梁朝说。
坚持走这条“很笨”的路，
其中的艰辛，使梁朝的白发一
根一根长了出来。
“ 但我知道自
己要的是什么，我不会放弃！”
梁朝从书柜拿出几本厚厚的教
案，放在桌面上，他显得非常得
自豪。
在 2017 年，梁朝获评为广
东全省公安机关十大金牌教
官。从实践出来的教案，一句
一句的记录，成了他的课程《应
对肢体纠缠技战法》，这是增强
应对近年频发暴力抗法事件的
及时教材，该课程获评全省精
品课程创新奖；他带领教官团
队研发的《特种射击轮训法》，
从根本上来解决民警“会用枪、
敢用枪、善用枪”的问题，获评
广东全省十大练兵法。

禅城公安开展三轮摩托车、改装车专项整治行动

现场直播曝光交通违法行为
珠江时报讯（记者/陈颜梅 通
讯员/张亿）
“我原来以为没啥事，
没想到这么危险，
以后再也不开改
装车了。
”
昨日，
在佛山大道江湾立
交桥底，一辆载有 2 米多高货物的
改装三轮车被禅城交警拦下，
违法
驾驶员被要求现场观看安全教育
视频，手抄交通安全教育书，并接
受公安机关处罚。
昨日，禅城公安采取定岗和
流动执法方式，在辖区主要道路
和重点区域开展三轮摩托车、改
装车专项整治行动，并通过全程
直播交警查处违法车辆，曝光典
型案例和违法驾驶员；通过抄写
交通法规和观看警示短片等多种
教育形式，深入宣传三轮车改装
车交通违法危害，全面提升交通
参与者文明守法意识。
上午 10 时 10 分许，在江湾立
交桥底，交警拦截了一辆载货三
轮车。只见该三轮车载有数十个
水果篮，用绳索捆绑，货物高度约
2 米，宽度约 1.6 米，严重超高超
宽。经交警细看后还发现，该三
轮车加装了动力装置，而原刹车
装置已拆除，只在脚踏附近安装
了简陋的刹车装置。
“是否知道电改三轮车上路
是交通违法行为？”
“ 是否购买了
保险？”
“ 动力是燃油的，刹车是人
力的，你确定能刹得住吗？刹不
住有什么后果?”……现场，交警
追问车主刘先生，并指出该三轮
车违规之处，以及电改三轮车的
危害。

■昨日，禅城交警在江湾立交桥查获一辆满载煤气瓶的电动三轮车。
车主刘先生介绍，因用人力
踩三轮车装货，比较吃力，于是用
了 1600 元，购买了这辆电改三轮
车，
“ 我知道不合法，但有侥幸心
理。这次被查处教育后，我再也
不开了。”
这并非个例。在查处中，既
有 在 机 动 车 道 骑 车 、不 戴 头 盔
的，也有超载、加装遮阳棚的，更
有 违 规 遮 挡 车 牌、无 证 驾 驶 的 ，
交通违法和不文明行为五花八

门。昨日，禅城公安分局现场查
处违法车辆 28 辆，警告教育违法
司机 100 余人次，派发安全宣传
单 500 余份。截至昨日下午 4 时
30 分，超 10 万人观看现场直播。
此次整治行动是禅城开展推
动城市道路交通文明提升行动
的重要内容。据悉，该行动自 9
月 21 日起，禅城公安共出动警治
力量 600 多人次，查扣违法摩托
车、三轮车、改装车 350 多辆，警

他帅，
我叫梁朝，
我喜欢足球和游泳
……”
在三尺讲台上，
这是梁朝在每
一次讲课的必说开场白。他试着跟
陌生学员拉近距离，
特意每一次介
绍，
都分享自己的兴趣爱好。
幽默风趣、爱笑、具有亲和
力，
是这位曾经
“不撞南墙不回头”
的血性男子汉的另一面。听过梁
朝讲课的学员都会有一个印象：
梁
朝的课程，
贴近并解决了基层民警
日常执法执勤常见的疑惑，
实战性
非常之高。有些学员惊呼：
“真是
与老师相见恨晚！
”
其实，梁朝身上还点缀着诸
多荣誉光环，
如：
2002 年作为广东
省公安厅委派的第一批赴上海特
警基地进行为期十周的轮训轮值
训练的教官，
成绩位居第一；
2003
年、2004 年全省大练兵教官培训
班主讲教官；2006 年公安部第二
期警务实战指挥教官培训优秀学
员，
取得公安部警务实战指挥教官
资格。

■链接

广东公安
“新时代南粤民警之星”
评选活动

广东省公安厅在全省公安机
关组织开展
“新时代南粤民警之
星”
评选活动，
围绕全省公安民警
特别是基层一线
“工作成绩最显
著、
警务技能最精湛、
行业水平最
领先、
个人特长最鲜明”
的
“四个
之最”
民警特点展开，
通过发掘并
讲好他们的故事，
展现全省警队
精英辈出、
群星璀璨的形象。从
10月至12月底，
省公安厅将采取
每半个月一批，
每批30人左右的
方式推荐候选人事迹。从今年12
月底至明年1月中旬，
省公安厅成
立评审团拟评选20名
“新时代南
粤民警之星”
，
并于明年1月通过
报告会形式举行隆重的颁奖典
礼，
为最终获得
“新时代南粤民警
之星”
荣誉的获奖民警颁奖。
目前，
省公安厅门户网站平

安南粤网已开通评选活动专题网
页，
设立最新资讯、
风采展示、
精
彩视频、
媒体报道、
活动花絮等 5
个重点栏目，
分批推出候选民警
的先进事迹，以及活动进展情
况。此外，
还将通过警营开放日、
网络访谈等多种形式，
让候选人
与群众、
网民面对面、
键对键互动
交流、
报告工作、
接受评议。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 杨汉坤
通讯员 佛公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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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湾镇街道妇联携手爱心单位到敬老院慰问

143 位老人收到心水礼包
珠江时报讯（特约通讯员/蒋
波 通讯员/黄咏怡 摄影报道）昨日
下午，禅城区石湾镇街道妇联、妇
女普惠慈善会携手一众爱心单位
来到石湾敬老院，
慰问该院 143 位
老人，
提前给他们送上重阳节的祝
福。与往年不同的是，
本次慰问还
特意增加了粤剧表演等老人喜欢
的环节，
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
到浓厚的节日氛围。
“老人家，我们来看望您了，
祝愿您身体安康。
“
”重阳节马上来
了，
提前祝您节日快乐。
”
慰问人员
亲切地和老人拉起了家常，
了解老
人身体状况，询问其生活情况，现
场气氛瞬间变得格外温馨。慰问
人员的暖心问候让老人们倍感亲
切，
“很感谢有这么多人来看望我
们，
真的好有心。
”
现场有老人说。
除了温馨的话语，慰问人员
还特意安排了舞蹈、粤剧等 4 个精
彩节目，
并邀请禅城区曲艺家协会
专业表演人员登台，
为老人们奉上
了一台精彩演出，此外，小强热线

爱心协会和石湾镇街道主管税务
机关义工及工作人员也在现场为
老人表演舞蹈，
并讲述一些养生知
识，
精彩多样的环节受到老人的热
烈欢迎。
石湾敬老院目前有老人 143
人，
平均年龄超 85 岁，
最年长的超
100 岁。除了拉家常、看表演，当
天，
慰问人员还为敬老院 143 位老
人每人准备了一个心水的礼包，
里
面有老人日常生活所需的纸巾、
麦
片，还有御寒用的围巾等，考虑到
老人年岁高提东西不便，
慰问人员
将礼包逐一送到老人的房间里，
给
他们提前送去了重阳节的关爱和
问候。
“慈善会今年新增了普惠敬
老项目，就是希望通过关爱老人
等活动开展，弘扬爱老敬老的传
统美德，更好传承孝德，促进家庭
和谐关系建立。”石湾镇街道妇女
普惠慈善会会长曾达敏介绍，今
年，
慈善会已经开展 3 场关爱老人
活动，
给300位老人送去了温暖。

珠江时报记者/穆纪武 摄
告 教 育 违 法 车 主 1480 多 人 ，张
贴派发安全海报和宣传单张
5800 余份。
据了解，这项整治行动将持
续至今年年底。公安机关将继续
采取定岗截查和流动巡查等方
式，在辖区主要道路和重点区域，
重点对机动三轮车、摩托车和改
装三轮车非法上路、无牌无证、逆
行、闯红灯等各类违法行为进行
教育和查处。

■石湾敬老院给石湾镇街道妇女普惠慈善会赠送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