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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 年出生! 福州闽清人!%""& 年入伍!'((" 年至今任沃头
派出所户籍民警!主要从事户籍管理工作" )((" 年!她带领查控科创#全
国 巾帼 文明 岗 $!)((" 年获 #福建 省 巾帼 文明 建 功 标 兵 $!)(!$ 年 获 #福 建
省边防总队优秀户籍民警$!)(!* 年荣获#优秀警官$称号%荣立个人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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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有着 25年兵龄
的转业军人，已扎根基层
21年；她还曾是 2019厦
门 6天 6夜超级马拉松全
球极限赛中，厦门警队唯
一的女队员，他们队 6人
在 团 队 赛 中 以 24小 时
273公里的成绩夺冠 ，并
获得领先第二名 14公里
的好成绩。这名在户籍窗
口和马拉松赛场均绽放出
最美“警色”的警花，就是
翔安公安分局沃头派出所
民警刘晓燕。
户籍窗口来往群众
多，
工作繁琐而辛苦。而拥
有丰富户籍工作经验的刘
晓燕，既对户籍政策、办理
规范了如指掌，还懂得换
位思考，总想着为群众一
次性办成事情，绝不让群
众跑第二趟。担任户籍民
警的 10年里，
刘晓燕创下
了零投诉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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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户籍业务、居
住证办理、出入境自助办证、门
牌号规范工作都由户籍窗口受
理，这无疑给户籍民警带来了压
力。刘晓燕也有压力，但作为户
籍室的“老民警”，她主动梳理
辖区 12个社区的 2万多个门牌

号，带领协警加班加点，走遍辖
区大街小巷，对门牌号进行规范
录入，对合适数据进行匹配，还
对不规范的门牌号进行更改。
“在排查中，我若遇到不懂
的，就会赶紧与分局人口科沟通
学习，
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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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有户口了，终于可以
读书了。”翔安新店镇后村社区
居民小蔡，抱着来之不易的户口
簿，
忍不住亲了几口。
“现在就可
以去给儿子办医社保了吧！”对
户口簿也期盼已久的下后滨社
区的老洪感慨道。
这 一 幕 发 生 在 2016年 的
12月 5日。刘晓燕与派出所同事
经过近 4个月的努力，最终成功
为辖区 13名“黑户”小孩办理
了 “无户口人员落户登记手
续”。拿到户口簿的那一天，
当事
老百姓相约来到沃头边防派出
所，将一封亲手书写的大红感谢
信交到民警手中。

刘晓燕带领下的户籍民警团队
工作一丝不苟、严谨细致，使沃
头派出所在二维码门牌专项工
作成绩位列翔安公安分局前列。
其中，地址清理率 100%，二维码
门牌覆盖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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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燕回忆，今年 9岁的小
圣展，也是拿到户口簿的“幸运
儿”之一。小圣展刚出生时，
就被
无情的亲生父母遗弃在了刘五店
村的农田里，后来被下地耕作的
陈姓夫妇收养。由于没有出生医
学证明，
又无法找到亲生父母，
小
圣展直到 6岁还没有任何户 籍
证明，也不知道在幼儿园读书是
什么感觉，总感觉比同龄小伙伴
矮了一截。
而在沃头边防派出所辖区，
和小圣展一样的“黑户”小孩还
有 12名。2016年 8月，
福建省公
安厅和民政厅联合发文，对“无
户口人员办理落户手续问题”进

行了明确和规范。拿到这份文件，
刘晓燕如获至宝，她马不停蹄地
启动调查取证、
采血审核、
公告公
示等程序。
但由于此前没有先例，民警
和家长们只能 “摸着石头过
河”，一边调查取证，一边与各级
部门沟通协调，确保将调查情况
进一步核实准确 ，避免 工 作瑕
疵。经过近 4个月的努力，他们
在全区公安系统中，率先解决了
13名无户口人员的落户问题。目
前，在刘晓燕的帮助和推动下，
共有 20名孩子告别“黑户”，获
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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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年底，
60多岁的谢
老伯来到刘晓燕的户籍窗口前
求助，刘晓燕热情地接待了他。
原来，老人从岛内驱车到此，是
想找寻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
老人只知道姐姐 53年前嫁到
刘五店附近，连姐姐的大名叫
什么也不知道，刘晓燕只能根
据这些破碎的信息尽力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不
断地比对和筛选信息，刘晓燕
查到全市共有 7个疑似者。她
找来谢老伯，让其一一辨认，但
老伯都说不是他姐姐。
刘晓 燕并 没有 因 此 放 弃 ，

继续与社区主任联系，
让其帮忙
打听社区内是否有 70岁左右、
叫“阿玉”的老人。
经多方打听，
发现刘五店确实有一名郑姓老
人符合信息；给谢老伯看了照
片，他就认出了姐姐，得知姐姐
中风又摔倒造成右大腿骨折，
正
在医院疗养。
姐弟失散 53年终要重逢，
刘晓燕与同事也很感动。他们
开警车直接送谢老伯到医院，
姐
弟俩见面后热泪盈眶，双手紧
握。病床上的“阿玉”对刘晓燕
说：
“在我有生之年，还能见弟
弟一面，
真的太感谢你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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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厦门 6
天 6夜 超 级 马 拉 松 全 球 极 限 赛
（简称“6天赛”）在环东海域滨
海浪漫线彩虹赛道成功开跑。这
是一个马拉松团队赛，是超马赛
事乃至路跑项目中极具挑战性的
赛事，是国际超马总会 I
AU系列
赛事中最高耐力级别的定时赛之
一。由六名人民警察组成的“厦门
警队”，
参加了其中的“24小时接
力”，并以 24小时 273公里的优
异成绩夺冠。刘晓燕就是这个团
队中唯一一朵警花。
“我周六上完一天班，没吃晚
饭，直接驱车赶往位于同安的比
赛现场。我负责接力第 9棒、
第 20
棒，
大约跑了 21公里。”赛场上，
这位爱笑、干练的短发女警成了
马拉松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通过此次获得的团队荣誉，刘晓
燕深知团队协同作战的重要性。
其实，从去年开始，刘晓燕就
与家人参加过厦门马拉松志愿服
务。虽然平时假期不多，
但她也参
加了不少马拉松赛。她表示，
奔跑
让她身心愉悦，也释放了不少工
作中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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