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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校实习生日记走红
记录派出所工作点滴
幽默而温暖，引网友热议

“今天实习第一天来公安局报
到，说是给我分到了派出所，本来想
去刑警队的，真没意思。认识了带我
的师父，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几岁，我
说我20，他说他25，今年属虎。”

许隆轩的第一篇实习日记写于
2021年8月23日，这也是他到江油市公
安局太平派出所实习的第一天。

8月24日，许隆轩第一次跟官熙
糯出警，调解家庭纠纷。当天的日记
写得有点小幽默：“跟着师父调解纠
纷，这两口子一直在吵架，我都插不
上嘴，师父婚都没结，女朋友好像都
没有找到，最后居然完美调解了？？？”

8月26日，实习生许隆轩发现了
师父的真实年龄，而且还发现师父的
群众基础很不错。

“师父今天带我下社区入户，街
坊邻里的叔叔阿姨们对师父相当热
情，还有几个竟然想让他当女婿，我
这才发现他的年龄比我大一轮，而且
25岁不属虎。”

……
后面写下的实习日记，则反映了

派出所的真实工作。9月4日的日记
中，许隆轩记录了他和师父熬通宵加
班，白天他睡觉师父继续加班。他在

日记中写道：“我就说嘛，他的白头发
是熬夜熬的，根本就不像他说的那
样，是我气出来的。”

记者梳理发现，整份实习日记，不
仅记录这对师徒之间温暖的日常，也
反映了基层派出所的平凡工作、警察
的坚守和付出，语言幽默又有点心酸。

网友纷纷为这对师徒点赞留言：
“太可爱了，可爱的人民警察，可

爱的小徒弟。”
“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看到了基

层警察的辛苦与不易，向他们致敬。”
“严谨工作中不失幽默，平凡生

活中彰显伟大。”

“先是觉得好笑，笑完又心疼一
线的民警。”

……

徒弟感动：
派出所实习很受触动
想成为像师父一样的好警察

谈到自己的实习日记，许隆轩直
言没想到会“火”。他本来想去刑警队，
因为觉得破案有挑战，“还很帅！”。但
在太平派出所实习了一段时间后，他
才觉得派出所的工作简单又复杂。

而一直想当刑警的许隆轩，跟了

“有意思”的师父一段时间后，也觉得这
里的工作变得“有意思”了：派出所工作
虽然没有每天的热血炫酷，很多时候面
对的是鸡毛蒜皮、家长里短的“小事”，
但是老百姓对他和师父的一个微笑、一
句问候都可以让他们高兴好一阵子。

后来，许隆轩了解到，师傅也是
四川警察学院毕业的，学的治安学。
在当警察之前，毕业于吉林农业大
学，到北京工作了两年后，辞职报考
了江油市公安局。师父的家乡在千里
之外的东北，警校毕业后到江油市公
安局工作，几年的磨练让师父的基层
派出所工作经验非常丰富。由于工作
繁忙，官熙糯基本上一两年才能回东
北看望父母一次，很不容易。带着感
动和感触，许隆轩将自己的实习日记
上传网络。

对于徒弟许隆轩，官熙糯称，他
一直把小许当成孩子一样照顾，但在
工作出现差错的时候，也会对小许严
厉批评。“小许性格活泼、开朗，作为
实习生，他比较能吃苦，对工作很有
热情和爱心，一起执行任务时也很勇
敢。”他说。

许隆轩表示，实习结束后，他就要
回学校准备招警考试了，他的志向是成
为一名像师父一样的好警察。如果有机
会，他还想回到师父身边继续学习。

岳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受访者供图

“警校实习生日记”走红
““辞职从警的师父有意思辞职从警的师父有意思，，想再跟他学想再跟他学””

近日，一份警校实习生日记火了！从“分到了派出所真没意思”，到“原来师父的
白头发是熬夜熬的”……派出所“师徒”二人的日常幽默又有点心酸的工作日记，反
映了基层派出所民警的酸甜苦辣、平凡工作、坚守和付出，感动了许多网友。

记者了解到，写日记的这名实习生叫许隆轩，来自四川警察学院，今年8月来
到四川绵阳江油市公安局实习；他日记中的“师父”名叫官熙糯，是江油市公安局
太平派出所的一名民警，今年32岁。9月12日，记者联系上这对“警察师徒”。

“小许性格活泼、开朗，作为警校实习生，他比较能吃苦，对工作很有热情
和爱心，一起执行任务时也很勇敢。”官熙糯如是评价徒弟。

“实习结束，就要返校准备招警考试了。我想成为像师父一样的好警察，如
果有机会还想回到师父身边继续学习。”许隆轩表示。

工作中的许隆轩

湖北外卖小哥入读西财
与小8岁室友无代沟 望3年结束学业

当年的外卖小哥王威

“自诩少年，其实易老，不管怎样，西财你好。”
9月10日，是王威前往西南财经大学报到的第二天，伴着和煦的阳光，他

打量着这所“新”校园，花了两个小时从图书馆的一层逛到第六层，最后发送
了这条微博。

一天前，他从湖北襄阳坐了近16小时的火车，拖着两个行李箱，背着双肩
包，只身一人来到成都。在学校门口，王威说：“我又要开启大学生活了。”说完
他奔向校内，背影消失在了成千上万个新生中。

这是王威的第二次大学经历，也成为了他人生的“分水岭”。从18岁考入
中国农业大学，入学第二年沉迷游戏后放弃学业，到边送外卖边学习再次参
加高考并重入校园，8年时间，王威从“反面教材”逆袭为“励志考生”，他现在
希望自己的经历能激励到相同境况的人。

“有人说我是‘浪子回头’，但我觉得尽量还是正常的路，不要走我这样的
路。我很珍惜现在的校园生活，我能再好好地做一些事情，争取3年结束学
业。”王威说。

离开校园
多天

离开校园
年多

警校实习生许隆轩的日记

今非昔比：
“假装的”与“真实的”18岁

“嗡”，手机震动，王威的微博界
面不断出现新消息，点赞已破万。

“加油，未来可期”、“你实现了我的
梦想，激励了我”……王威逐一打开
私信，坐在寝室耐心回复大家的祝
福和提问。

这是一间四人寝，除了王威，其余
三个室友都是“零零后”，与26岁的王
威相差8岁，让他感到一丝紧迫。“还是
要克服自己的一些心理障碍，”王威
说，这比他想象中要容易，此前的经历
已让他变得积极开朗，目前他感觉和
室友沟通与同龄人并无差别，“我能假
装我是18岁。“王威打趣说到。

褪去18岁的青涩与胆小，与第一
次身处大学校园相比，如今的王威变
得松弛自信。

八年前，湖北襄阳考生王威考上
中国农业大学，自小成绩优异的他对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他对大都市的生
活充满向往，只身前往北京，可是随后
的日子却开始走向下坡路。

“当时我觉得自己是小地方来的，
没什么见识，不敢尝试很多事情。”王
威回想起大二那段自卑又昏暗的时
光，他和同班同学交流很少，加入志愿
者团队后，因为胆小不敢主动和别人
沟通，只参加了一次活动便作罢。而在
学业上，虽然顺利完成了大一的学业，
但学校人才辈出，与高中时期突出的
成绩相比又稍显逊色。

各方面都得不到正向反馈的王
威，丢掉了对自己的认可，他认为自己
缺失了“闪光点”，变得自卑怯懦。

他把自己困在了游戏里，一天十
几个小时打游戏，日子过得黑白颠倒。
学院的老师曾找他谈话，也帮助他制
定计划，约束他自我管理，安排他下课
后去教室自习，“很难执行下去，我也
想过把课补上，但是真的很难，那时候
我自己都不认可自己，把自己封闭起
来了，走不出去了。”王威说。

2018年，王威父亲收到了儿子的学
业预警通知书，但是他不知道这意味着
什么，以为儿子的功课出了点问题。直
到学校通知办理退学手续，并让王威告
知家属。知道事情原委后，电话那头的
父亲很平静，没有发脾气也没有责怪
他。“你能听出他的声音很失落很难过，
他说以后的路就要靠我自己走了。”王
威心里“咯噔”一下，觉得愧疚。

“过渡期”：
学历像一堵墙

这是王威第一次对父亲感到愧疚。
父母在王威3岁时离婚，他便和母

亲没有了联系。后来父亲家庭重组，家
里除了他，还有一个妹妹。受家庭环境
影响，他觉得自己的性格自小便独立
且任性，和父亲的交流很少。“父子好
好聊的情况很少，又发生退学这样的
大事，他没有骂我，我心里反而很愧
疚。”王威说。

上大学后，父亲每年给他1万块
钱，减去5900元的学杂费，王威还剩下
每个月300多的生活费，到了大三那年
钱不够花，他没有伸手向父亲要，而是
选择去一家辅导机构上课，以此补贴
生活费。

退学后，王威和父亲的关系开始发
生变化。“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沟通变多
了，哪怕最后是我拿主意，我也希望能
先告诉他，表达一些尊重。”王威说，退
学后他没有很快离开北京，而是准备去
此前兼职的辅导机构锻炼一段时间。

在辅导机构待的两年，王威称是
一段很重要的“过渡期”。那时候他上
小学的所有科目，班里一共30多名小
学生，他每天下午2点提前来教室做课
前准备，晚上7点之后回家，一个月
3000多元的工资。好消息是王威的生
活作息开始规律，不再沉浸游戏，也不
再日夜颠倒。

王威在日复一日的教学中重拾自
己，积蓄力量。可是很快，“学历”这道
门槛让他再次受到打击。

“简历根本投不出去。”王威说，无
论在北京还是老家襄阳，可供他选择
的工作少之又少，因为职位的学历要
求起码在本科以上。王威这次选择直
面现实，“我承认我做错了一些事情，
失去了一些东西，我想把它重新拿回
来，只是我才意识到，我其实在退学的
那一刻就有这样的想法了。”

以退为进：
小骑手见识大社会

时间推移，复学的计划正在一步
步进行。

2020年初，受疫情影响，王威回老
家待了半年，复学的愿望日益强烈。

“疫情期间我是能明显感受到，如果我
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的话，一旦
遇到这种特别重大的意外情况，我是
没有任何保障的，所以我开始为了复
学，迫切需要工作来多攒点钱，然后参
加第二年的高考。”王威说。

由于父亲常年在广东打工，疫情稳
定后，他听从父亲的建议，去广东一家
制衣厂当搬运工。“说白了就是力气活，
不看学历，但是真的很累。”王威干了一

个多月，每天按时配送，最终挣了3000
多元，“那种活一辈子都不想干了，我也
干不了，我想去做更擅长的事情。”

后来，王威发现外卖骑手没有学
历门槛，多劳多得，时间相对自由，他
便回到了襄阳做起外卖骑手。做骑手
的经历一共有两段，一段是2020年6月
至9月，另一段是2021年6月至9月。

这段外卖骑手的经历，让王威重
拾在学校里丧失的自信。“因为刚开
始我就觉得这个工作不是那么难，但
是做了之后我发现其实不是那么容
易，比如说你要对路线特别熟悉，如
果你不记路，只靠导航，效率会低很
多，我也学到了一些处理意外的方法
技巧，后来我就能很好地适应骑手这
个身份。”

王威一开始上白班，工作时间是
在上午9点到晚上10点，一天最少工作
8个小时，他从一天7、8单到至少40单，
有时候出门急了，他穿着拖鞋穿梭在
大街小巷给别人送外卖。后来他发现
怎么也没有别人赚得多，于是他开始
上夜班，最长时间是从早上6点跑到夜
里3点，此后，他在平台100多个骑手中
的单量排名前四，最高他拿过9000多
元的工资。

然而工作总会遇到不顺心的事。
在一个暴雨天，王威的号上同时挂了
10多单，有一个客人等了一个小时，他
在规定时间内送到，但是对方表示不
理解，不愿意接受已经冷掉的盒饭。王
威不断道歉，打电话给站里寻求解决
方案，站里的同事说无论如何也不能
让对方取消订单，不然会受更重的处
罚，王威只好恳求顾客不要通过线上
取消，将饭钱私下退还给了顾客。

“每个月都有这样的情况，有时候
站里面会补贴，但有的时候确实是自己
的原因，就要倒贴钱解决这些问题。”王
威说，他做外卖骑手接触的人形形色
色，就像一个社会缩影，他在不断与人
沟通进而解决问题中学到了很多社会
经验，也让他自己变得更主动积极。

所以在今年高考结束后，王威继续
做了三个月骑手，“一方面还是为了攒
学费，另一方面我已经熟悉了这个工作
流程，而且这个工作不设门槛，只要你

花更多的时间去接单，就会赚得更多，
对我的付出来说是性价比较高的。”

从头再来：
为复学“揭伤疤”

去和高中学校“谈判”复学一事，
王威觉得这是真正意义上为复学主动
发起的一次“进攻”。

2020年9月，王威觉得边做骑手边
学习，这样“半工半读”不现实，在等单
间隙的10分钟翻阅电子教材远比不上
学校系统的复习，于是他开始联系襄
阳几家高中。他从网上找到学校的联
系方式，然后给对方介绍他此前的情
况，希望能获得面谈机会，终于有一家
学校愿意和他面谈。

王威向这所学校的老师讲述了自
己如何考上大学，又为何退学的经过，
表示自己需要一次机会去读大学，找
到更好的工作。

“我当时的心态是很坦诚的，我已
经能够把自己不堪的往事主动给别人
讲出来，我觉得我那时候已经能承受
很多东西了，包括正确看待那些不光
彩的事情，我必须要跟别人诚恳地讲
清楚我不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我以
前犯过错，但是我现在做好了重新开
始的准备。”最终，这所学校接纳了他。

随后不到8个月的时间，王威在一
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里专注学习。他在
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单间，每天6点去
上学，晚上10点以后才回家。最终王威
在今年的高考中考出了623分的好成
绩，并被西南财经大学的金融专业录
取。9月9日，王威一人坐了近16个小时
的火车到达成都，到学校报到。

“我觉得成都建设得挺好的，还给
非机动车道设围栏。”9月11日，王威第
一次走在成都的闹市中，他望向马路，
他感叹很多地方都没有给非机动车道
设栏，没有安全保障，骑手比较容易发
生事故。他现在时常会想起做骑手的
那段日子，虽然风吹雨淋，但是让他获
得了满足感。

目前王威当骑手存的钱已经够两
年的学费了，所以他入学后并不打算
继续做校外兼职，如果有需要他会向
学校申请勤工俭学的校内岗位，这样
与自己的课程表的时间相匹配，相对
稳定和靠谱。

“我觉得这么多事都扛过来了，没
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承受或者说不能解
决，所以学生首先是要把学业做好，争
取3年结束学业。然后还有要多去图书
馆，西财的图书馆有六层，我想多看
书，能够在这几年养成专注于一件事
情的好习惯，我觉得这个挺重要，无论
是能做事也好，工作也好，都还是挺重
要的一个习惯。”王威说。

王威在来到学校的第二天，转了
一圈学校，跑到食堂吃了川菜“麻婆豆
腐”，“以前我很怀旧，想到以前的事会
后悔，但同时我又很幸运，得到了这样
一次机会，我现在只想好好珍惜当下，
去见识更多不一样的世界。”王威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丹妮

时隔3年，王威重入大学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