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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礼、询问、检查、放行，一
系列“规范动作”，有条不紊，一
丝不苟。6月 21日，九龙县萝
卜丝检查卡点，一位身材高大、
脸膛黝黑的民警认真地检查着
过往人员。

他，就是九龙县小金中心
派出所所长、萝卜丝检查站负
责人尼尔拉铁。

38岁的尼尔拉铁，从警11
年，既秉公执法又侠骨柔情，既
恪尽职守更无私奉献，成为九
龙公安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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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脸铁警”护彝乡
记九龙县小金中心派出所所长尼尔拉铁

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
之贵力。

小金中心派出所负责的
小金乡和朵洛乡依山依水而
生，低处低至幽深蜿蜒的山
谷沟壑，高处高至6000多米
海拔的山岭，幅员约154平方
公里，人口5000余人。

尼尔拉铁到了小金中心
派出所后，两月时间走遍这
154平方公里，走破了三双鞋，
做到进村到户，了解村情民情。

进了村就是村民，进了户
就是亲人，这一走，走出尼尔
拉铁与群众的感情、走出密切
联系群众的作风，大家有啥话
愿与他说、有啥事愿找他办，
说话有人听、劝解有人信。

2016 年，小金乡一村民
掉入农网改造工程开挖的电
桩坑摔死，与施工方就赔付
问题产生“拉锯战”，影响工
程建设，尼尔拉铁苦口婆心
劝解，让双方皆大欢喜；2017
年，朵洛乡两个彝族家支因
为婚姻纠纷产生矛盾，准备
纠结力量开展械斗，尼尔拉
铁闻讯后立刻召集两个家族

“头人”（即家族内德高望重
之人）谈判，依理依法，晓以
利害，两个家族终化干戈为
玉帛，握手言和；2019 年，小
金乡依法拆除违章建筑，部
分群众当起了“钉子户”，尼
尔拉铁当起协调员，彻夜做
工作，让大家自愿拆除……

这样的事，扳着指拇数
都数不完。为啥拉铁的话大
家要听？大家一致回答是：

“拉铁都是为我们好。”
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

民之事，毫末必去。
86岁的彝族老人阿洛摩

挲着自己的身份证，连声道
谢 ：“ 尼 尔 拉 铁 卡 莎 莎（彝
语，谢谢的意思）！”由于长年
累月的劳作，阿洛的双手布
满厚茧，尼尔拉铁先用镊子
为老人撕去老茧，而后用刷
子清理皮屑，再用肥皂、洗衣
粉反复刷洗，忙碌了半天，让
老人的指纹“再现”，为老人
办理好身份证。在两年半的
时间里，尼尔拉铁用这个“土
办法”为辖区 80 多名老人录

取了指纹，办理了身份证，并
帮助他们如愿享受到国家优
惠政策。

李贵华是小金乡的“包
工头”，经常带老乡外出务
工，由于不熟悉劳务合同，他
常请尼尔拉铁为他把关。尼
尔拉铁说：“能用我的法律知
识为老乡帮上忙，让他们在
务工中不吃亏，我觉得很有
意义。”

既把关合同制作，也负责
工资追讨。2018年，小金乡小
金村村民乌尼日呷等12人在
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打工后一
直未结到工资，由于当时未签
合同，当事人找到昌都市人事
局、法院咨询无果后，找到了尼
尔拉铁。经过他和昌都警方的
沟通协调，最终帮助村民追回
30余万元务工工资。

把工作想到深处、做到实
处、做到细处、做到暖心处。先
普法再执法，在执法中普法，
相得益彰。即使被尼尔拉铁处
理过的人，对他也是心服口
服。现在，不仅辖区的治安变
好了，还有很多群众主动找到
派出所咨询相关法律问题，小
金中心派出所成为群众“永不
打烊的服务站”。

“他铁面无私、秉公执
法；他侠骨柔情、一心为民，
老 乡 们 都 把 他 看 作‘ 自 家
人’。”与尼尔拉铁共事6年的
乌尼达来说，尼尔拉铁成为
身边学习的“活教材”。

扎根基层派出所 11 年，
值守小金 4 年，尼尔拉铁究
竟做了多少亲民爱民的好
事？究竟帮助多少百姓圆了
自己的梦？乡里人、所里人、
甚至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了。2017 年，尼尔拉铁被州
公安局评为三等功，2018 年
获“全省优秀人民警察”称
号，2019 年获首届“最美九
龙人”称号，2020 年被评为

“全州依法治理先进个人”。
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尼尔
拉铁说：“我只是尽了一个党
员、一个警察的本分，我愿意
把这份工作认真做、天天做，
对得起这身警服，回报父老
乡亲的信任。”

关键时能站出来，危急时能豁出去，
尼尔拉铁还有个美称——“黑脸铁警”。

2017年6月，小金乡发生一起伤害
案，村民曲比杀害丈夫阿木后潜逃。形势
严峻，手持凶器的犯罪嫌疑人有可能伤
害更多人，必须迅速进行抓捕。

搜集情报、分析动向、确定嫌疑人位
置，尼尔拉铁立刻带领干警前往抓捕。

面对的是手持凶器的嫌疑人，随时
都有生命危险。来到抓捕地点，尼尔拉铁
安排其他干警做好警戒，自己一马当先
冲进屋内，三下五除二降服了嫌疑人。

在屋外等待的干警都为尼尔拉铁捏
着一把汗，当看到他押着犯罪嫌疑人走
出屋来，大家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热烈
的掌声响起来，这掌声有庆贺更有敬佩。

2019年，小金乡有部分思想观念落
后的群众组织搞非法组织，如果不打掉
这一组织，将危害社会、影响稳定。可这
些组织结构严密、人员狡猾、行动隐蔽。
要想彻底打掉这一组织，需要斗智斗勇。

尼尔拉铁通过多方排查，发现这
一组织人员众多，竟达两百之众。擒贼
先擒王，必须先找出“牵头人”，击破

“组织链”。
尼尔拉铁发现一名摩托车无证驾驶

被扣人员王某系参与人员，他采取声东
击西的办法，让王某认识到错误，导出线
索、找到情报、找出“牵头人”，进行严厉
打击，整个非法组织土崩瓦解，铲除了一
个社会毒瘤。

依法处罚 18 人，依法教育 200 余
人，可谓“犯了众怒”，很多人都担忧尼尔
拉铁遭到报复。尼尔拉铁坚定地说：“警
察就是打击违法犯罪的，邪不压正，要是
害怕，我就不当警察了。”

新冠来袭，疫情当前，警察不退。自
今年1月23日起，尼尔拉铁告别年过花
甲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愧疚地把家里
重担交给柔弱的妻子，就率领干警在萝
卜丝卡检查站进行疫情防控工作，卡死
病毒“通道”。这一值守就是半年，至今，
尼尔拉铁仍坚守在防疫排查一线。

疫情防控，惊心动魄。今年 3 月 18
日，卡点在检查中发现的一外出务工返
乡人员出现疑似症状。由于新冠肺炎病
毒感染性强、传播面广，大家十分紧张。
此时，尼尔拉铁展现出公安干警的大智
大勇，他临危不惧、临危不乱，在做好防
护的基础上，再次对疑似人员进行检测，
并与检查站医护人员一道将疑似人员进
行规范隔离。

虽然最后疑似排除，虚惊一场，但尼
古拉铁表现出的英勇无畏再一次让人看
到了铁血悍警的卓越风采。

『
铁
血
悍
警
』
冲
锋
陷
阵
勇
往
前

人
民
公
仆

侠
骨
柔
情
勤
奉
献

生活在藏区彝乡，受高原阳光“厚爱”，尼
尔拉铁皮肤黝黑，被人戏称为“黑脸包公“。

“黑脸包公”既是他的绰号，更是他秉公执
法的真实写照。

小金中心派出所管辖小金乡、朵洛乡两个
彝族乡，作为彝族人的尼尔拉铁在这两个乡都
有很多亲戚。2016年，他一到小金中心派出所
担任指导员，亲戚就乐开了花：“亲戚来派出所
当‘官’了，以后好办事了。”

可他却不“买账”，一来就驳了亲戚的“面
子”。尼尔拉铁刚到小金中心派出所第三天，他
的一亲戚与邻居因为土地问题起了纠纷，闹到
了派出所。亲戚仗着有尼尔拉铁这个“靠山”撑
腰，觉得稳操胜券，邻居知道当事人与尼尔拉
铁是亲戚而觉得说理无门。可尼尔拉铁“一审”
却判亲戚“败诉”。这一处理结果大大出乎二人
的意料。

亲戚把状告到尼尔拉铁父母面前，尼尔拉
铁坚定地说：“我是一名警察，依法办事是第一
条，办事要讲理，我是帮理不帮亲。”

“胜诉”的邻居伸出了大拇指：“尼尔拉铁这
人办事公正，是好警察，真正是个‘黑脸包公’。”

从此，大家都知道小金中心派出所有个铁
面无私的“黑脸包公”。

“严格依法办事、办事不能徇私、执法不讲
人情。”这是尼尔拉铁给自己立下的规矩。
2016 年任指导员、2017 年任所长，4 年来，尼
尔拉铁的亲戚在他这儿没讨到一点“好”，都
说他“六亲不认”。

萝卜丝检查站为省级治安卡点，地处甘
孜凉山两州交界，是甘孜州的“南大门”，往前
200 米就是凉山州冕宁县的棉纱镇。作为九
龙县城百姓生产生活基础用品来源的主要通
道，检查站每天人员流动量大、背景复杂，卡
点查缉工作日均检查车辆 400 台次以上、人
员 600 人次以上，辖区地域宽广，是毒情、涉
枪等治安隐患滋生的区域。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萝卜丝检查站更是疫情防控最关键
的值守点之一。

今年 3 月 23 日，正是疫情防控关键期，萝
卜丝检查站来了一个“特殊人员”，他就是尼尔
拉铁的妹夫。大舅哥在检查站负责，妹夫自认
为可以免检通过，大大咧咧地就往检查点闯。

“站住，接受检查。”一声大喝，尼尔拉铁站
在面前，喝住正要大摇大摆“闯关”而过的妹
夫。妹夫一下懵了，看看熟悉而陌生的大舅哥
威严的眼神，规规矩矩地接受行踪询问、进行
体温监测，确定没有问题后才放行。

拂了妹夫面子，遭到妹妹抱怨，尼尔拉铁
遭受一通“猛烈炮轰”后说：“妹夫啊，你请理
解，如果我轻易放过关了，一旦出了问题，既
对不起你，对不起九龙人民，更对不起全甘孜
人民。”

铁面无私，看似无情却有情。“黑脸包公”
用秉公执法维护法律尊严，守护一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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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 日前,
记者从康定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获悉，为进一步推
进计量诚信建设，严厉打
击计量作弊违法行为，维
护消费者权益，该局在新
老城区多家集贸市场和
便民超市投放了公平秤。

据康定市市场监管
局工作人员张静介绍，此
次康定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采取更新或新增的方
式，基本实现了康定城区
主要经营场所公平秤全
覆盖。该局在新增或者更
换公平秤时，还特意邀请
州计量检定所工作人员，
对所有投放的公平秤进
行了计量检定，保证了公
平称的精准性。同时，该
局在安装公平秤后，还在
公平秤旁边设置、张贴了
投诉举报电话、市场监管
局官方微信公众号二维
码、消费者意见征集薄
等，消费者发现缺斤少两
或其他不诚信、不合规、

不合法的销售现象时，可
通过这些渠道进行投诉、
咨询。“在主要经营场所
中设置公平秤，可以对经
营者的心理和行为形成
强大约束力，让公平秤真
正成为促进市场诚信守
信的利器。”

郭达桥农贸市场商
户米燕浩表示：“作为商
户，我们一直秉持诚信经
营的原则做生意，今天市
场监督管理局在市场上
放了一个公平秤，这是对
我们的一种鞭策。”康定
市民王军说：“现在缺斤
少两的现象已经很少了，
公平秤能进一步促使商
贩们诚信经营，大家买菜
能更放心、安心。当然，要
真正发挥公平秤的作用，
还离不开我们消费者积
极参与，我们的维权意识
提高了，才能让短斤缺两
的行为无机可乘，才能让
公平、诚信蔚然成风。”

记者 刘小兵

康定市

公平秤“称”出诚信

甘孜日报讯 日前，
雅江县举行了全县建制
村通客车全覆盖通车仪
式，这标志着该县偏远贫
困地区客运“最后一公
里”瓶颈被彻底打通。

长 期 以 来 ，雅 江 县
委、县政府始终坚持把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作
为奋斗目标，坚持在发展
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
科学调研和积极筹备，该
县按照“政府主导、市场
运作、部门联动、共享发
展”的原则，采取“农村班
线+城市公交+预约响应”

的方式，实现了所有建制
村通客车的工作目标。

据悉，此次行动共投
放 33 辆小型客车，实现
了全县 113 个行政村全
覆盖，为沿途广大农牧
民群众带来安全、舒适、
便捷、经济实惠的乘车
环境，彻底解决群众出
行难、乘车难的问题，对
改善农牧民群众生活条
件，提升人民群众幸福
感、获得感，促进雅江农
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

县融媒体中心

雅江县

所有建制村通客车

甘孜日报讯 近日，
色达县正式开通审批服
务结果（证照批复文件）
免费邮寄服务，让老百姓
足不出户就能收到证照。

据悉，免费邮寄服务
是该县行政审批局积极
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
的重要举措之一，将有效
减少百姓办事上门次数，
让百姓体验到轻松办事

的便捷服务。
该局将继续围绕让

群众“最多跑一次”目标，
利用邮政速递物流网络
资源，扩大寄递业务范
围，以邮政速递服务搭建
政民之间、政企之间的高
效双向办事通道和沟通
桥梁，让群众获得更多实
实在在的便利。

县融媒体中心 尼公

色达县

审批服务结果免费寄

甘孜日报讯 为充分
发挥法律援助服务民生
的效能，真正做到为困难
群众排忧解难，为广大群
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
便捷的法律服务，丹巴县
统筹协调、分步实施，着
力推进县、乡镇（街道）、
村（社区）三级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保障特殊
群体的基本公共法律服
务权益。

因地制宜建成1个县
公共法律服务中心、15个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和
139个公共法律服务工作
室，优选141名政治过硬、
法律素养较高、热心公益
的公职人员担任全县所
有行政村（社区）法律顾
问，充实基层法律服务力
量，积极推进法律服务向
中心工作和基层延伸，指
导乡村法律顾问完成全
县181个村规民约的合法
性审查，助力社会治理。

进一步降低法律援
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范
围，对建档立卡贫困户、

低保户、残疾人、农民工
等特殊群体开辟法律援
助“绿色通道”，同时，实
现咨询、代书全免费，刑
事、民事法律援助辩护全
覆盖。今年上半年，代写
涉及婚姻、财产纠纷、讨
薪等民事法律文书 145
份，办理公证29件，咨询
公证 30 余次，办理法律
援助刑事案件5件、民事
案件1件。

聚焦复工复产、农民
工讨薪等热点问题，发挥
法律服务团作用，今年开
展了春季法律服务专项
行动，法律顾问深入企
业、建筑工地、乡村开展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专项宣传，对辖区内
企业劳动合同与劳务用
工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出
具劳动合同审查体检书
119 份；受理农民工讨薪
法律援助案件1件，涉及
金额 2.3 万元；为受理企
业货款追讨代书 11 件，
涉及金额20余万元。

县融媒体中心

丹巴县

着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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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珠拉姆 根秋泽仁 巴金拥忠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生活中总有
一群不畏酷暑严寒、坚守岗位的人，他们用
汗水浇灌树木，用行动诠释责任，悉心守护
我们的“金山银山”。白玉县建设镇的护林员
泽仁邓珠就是其中一员。

春天的山林满眼的翠绿，平静而安宁。
一大早，泽仁邓珠就和往常一样，穿上巡山
服，佩戴好党徽，吃完简单的早餐后，带上一
天的干粮，骑上摩托车，沿着熟悉的路径，开
始了自已一天的护林工作。摩托车上印有

“森林防火”几个字的流动红旗随风飘扬，仿
佛时刻提醒着他肩负的责任。

一上午的巡查后，他随便找了个阴凉处
歇息，顺便解决午餐。泽仁邓珠一边吃着干
粮，一边告诉我们，他妻子在两年前因病去
世，为治病家里负债累累，当时自己特别无
助，幸好有县委、县政府的帮助和国家政策的
扶持，让他成了护林员。这份稳定的工作和收
入，帮助他挺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为了感恩
各级各部门的帮助，他切实肩负起护林员的
责任，做好本职工作，除每天常规巡查，及时
上报巡查过程外，还会积极到村民家中宣传

各种防火知识，提醒村民们文明祭祀和安全
用火等等。我们在他手机里看到最多的就是
他巡山的照片。“布麦山森林资源丰富，防火、
防盗木工作任务重。我不仅是一名护林员，更
是一名党员，我必须带头尽职尽责去巡山巡
逻，防止这类事情发生，这是国家给予我的使
命。”

布麦村四面群山环绕，森林资源丰富。
泽仁邓珠深知要做一名合格的护林员，必须
提高村民们的护林防火意识，将防火工作宣
传到户到人。为做好宣传工作，他积极参加
相关政策法规、森林火灾扑救演练等业务知

识培训，做到防火、救火相关政策、知识了然
于胸，不断提高工作业务能力。

巡查中，无论山中多寒冷，路途多艰险，
他依然坚守在大山深处，从未懈怠。他常说，
护林员要炼成“火眼金睛”，不管在哪个瞭望
点上，都要做到一眼把自己管辖的林地尽收
眼底，做到心中有数。

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职业，工
作中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没有感天动
地的豪言壮语，但泽仁邓珠却一年四季不论
寒冷炎热始终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我们
的子孙后代守护这片绿色财富。

大山深处的守望者

尼尔拉铁正在检查过往车辆。

◎县融媒体中心 李继伟
甘孜日报见习记者 白玛央忠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