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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崇礼乡派出所所长夏明臣把群众当亲人，保一方平安，身患重病依然坚

持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不让神圣的警徽蒙尘
本报记者 夏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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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60%的中老年人用的是自己孩
子淘汰下来的手机；市场上没有一款专为
中老年人开发的高端智能手机。这样的
市场调查结果让上海卡布奇诺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总裁赵玉涛很郁闷，也坚定了他
要开发出一款让中老年人用得开心的高
端智能手机的决心。

2013 年 6 月，新组建的卡布奇诺公司
开始研制符合中老年人生活需求的高端
智能手机，赵玉涛要求硬件、软件和互联
网服务等都要创新，手机要时尚、方便、实
用，为中老年人主动融入互联网时代提供
有效技术支撑。他说这是在为“咱爸咱
妈”开发手机，要有一颗“为爱而来”的心。

中老年人对手机的需求是功能要全，
操作要简：字要大一点，容易看清，声音要
响一点，可以听清，无论什么功能一看就
明白，一键就开启，内存要大，待机时间
长，要有收音机，走丢了家里人能找到，摔
倒了能呼救，经久耐用不特别贵，因为中
老年人是自己掏钱买，他们舍不得在自己
身上多花钱。

赵玉涛说，他和核心团队成员都在摩
托罗拉等跨国公司工作过，有打造民族品
牌的心愿。他们希望在积淀了 20 多年手
机领域专业底蕴的基础上厚积薄发，让更
多中老年人享受科技新成果，融入互联
网，拥抱新生活。他时刻记着这组数据：

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 2 亿多，占
全国总人口的 15.5％。

2014 年初，卡布奇诺推出第一代高
端智能手机；9 月，第二代产品问世，至今
已有近 20 万用户，这大大超出赵玉涛的
预期。但令他不能释怀的是，60%以上的
手机是由中老年人自己掏钱买的，他希望
能有更多子女为父母送上一份爱心，让中
老年人用智能手机与子女更多沟通，更快
跟上时代步伐。

2015 年 12 月 23 日，历经一年多的创
新研发，卡布奇诺国内首款支持 4G 全网
通的中老年高端智能手机问世。这款手
机率先采用最新一代 4G 技术，配置有 5

寸高清大屏、1300 万像素高清摄像头、
2GB运行内存和 32GB超大存储空间。

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卡布桌面系
统消除了中老年人看不清、看不懂、用不
来的苦恼，字体大、图标大、声音大，还设
置有可放亲友照片的通讯录、曲艺杂谈播
放器、外放收音机、一键开启手电筒、放大
镜等，来电、来短信都可以用语音功能

“说”出来，新闻和健康等栏目可以方言播
报，紧急情况下的安全求助功能为老人砌
了一道“防火墙”，还预设置微信、QQ、炒
股等软件方便中老年人下载安装。很多
用了这款手机的中老年人说，他们生活中
多了个贴心的“小秘书”。

赵玉涛带着一颗“为爱而来”的心——

为“咱爸咱妈”研制智能手机
本报记者 沈则瑾

为了迎接新年，一大早，湖南郴州市苏仙区望仙镇
敬老院里的老人们就忙开了，洗菜、择菜⋯⋯

“水果来啦，我给提到厨房去。”说话间，刘刚提着
两大袋水果从门外大步走进来。“刘院长，这么快又来
新水果了。”“刘院长，在这里我们每天都是过节。”⋯⋯
老人们说笑着。“快擦擦额头上的汗。”接过王奶奶递来
的毛巾，刘刚憨笑着擦拭着汗珠。

刘刚是望仙镇敬老院的院长，年近 50 岁的他在敬
老院里工作了20年，依旧激情满怀，任劳任怨，“我只想
当好40多位五保老人的‘好儿子’”。多年来，他情系老
人，建立健全了敬老院一整套规章制度，创新“以副养
院”工作路子，为老人创造出安度晚年的良好环境。

无私奉献见真情

1995 年，刘刚听从组织安排来到敬老院担任院
长。他刚来时，敬老院账上仅有 58 元钱，还不够维持
19 名老人两天的生活。刘刚深知责任重大，他对老人
们说：“我一定让你们安度晚年。”

第二天，刘刚收拾好行李，骑着摩托车，带着 30 公
斤大米走马上任了。很快，在他的努力下，敬老院旧貌
换新颜：旧房子粉刷一新、19 位老人的日常用品、衣物
被褥也焕然一新⋯⋯老人们精气神大为高涨，逢人就
夸：“刘院长真好，对我们比亲人还要好！”

2004 年，国家投入 28 万元改建望仙镇敬老院。
为保证工程质量，不管多忙，刘刚每天都要来到工地看
看。妻子埋怨道：“你在敬老院干了 10 年，编制都没有
解决，工资还不到 1000 元。”刘刚淡定地答道，“人活
着不能只看金钱。只要上对得起党和政府，下对得起
需要关照的老人，就问心无愧”！此后，在政府的大力
支持和刘刚的努力下，敬老院逐步达到郴州市乡镇敬
老院一流水平。

看到望仙镇敬老院管理得有条不紊，很多商业性
养老院纷纷向刘刚伸出橄榄枝，承诺给予高薪，都被他
婉言谢绝了。“我 3天不在院脚生痒，4天见不到这些老
人心发慌⋯⋯”真挚的感情赢得了老人们的真心，在去
年春节团圆饭上，88 岁的黄满凤老人端起酒杯，满含
热泪地说：“您年年陪我们过春节，就是我们的亲人。”

自力更生谋福利

如何保证五保老人进得来、留得住、住得安？刘刚
动起脑筋来：“要充分利用政府为敬老院提供的优惠政
策，多渠道争取，多模式经营，走以副养院的新路子。”

敬老院旁边有一些空地，他带领能够行动的老人，
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一锄一锹翻土搬石，硬是开挖出
15 亩菜地。每天，他安排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开展种
植、养殖等生产劳动，依照节气轮种瓜、豆等蔬菜，地不
空闲，基本上实现了 40 多位老人的蔬菜自给⋯⋯66
岁的黄义喜说：“现在，我们早餐有鸡蛋，午餐、晚餐不
是吃肉，就是吃鱼，饭后还有不少文体活动，日子过得
特别好。这多亏了刘院长啊！”

以诚相待促和谐

敬老院是个特殊的家庭，老人间存在较大差异。
为此，刘刚成立了院务管理委员会，与德高望重的老人
一起制定规章制度，谁违反了，就责其改正。在制度约
束下，老人们的一些“陋习”得到改正，身心也舒畅了。

以真心换真情，刘刚与老人们结下了深厚的感
情。72 岁的朱甲生是名聋哑人，2013 年夏，他出门后
几天未归。这可急坏了刘刚，他骑着一辆旧摩托车没
日没夜地找，把临近上百个村的旧房、瓜棚都找遍了。
最终，在北湖区华塘镇医院找到了走失 15 天的朱甲
生。刘刚这时却因体力透支晕倒，住进了医院。

人无法抗拒“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每当老人病
逝时，刘刚都要帮老人擦洗身体、换衣物，为老人梳妆
整理，让老人安详地离去。望仙镇党委书记田国海说：

“敬老院先后有 54 位老人去世，每位都由刘刚亲手操
办，他为老人尽孝，从未出过半点差错。”

离开敬老院时，已临近黄昏。看着簇拥在刘刚身
边的老人们，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幸福，记者的眼角
不禁湿润起来。

湖南郴州市望仙镇敬老院院长刘刚：

当好五保老人的“好儿子”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张贵付

1 月 5 日，江西遂川县高坪镇车下村郭久斌、张冬

梅（左一）夫妇正在网上“叫卖”当地特色自制米馃。去

年，他们抓住发展农村“e 邮”扶贫网店的机遇，当起

“电商掌柜”，把家乡的特色产品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有

效增加了收入。 李建平摄

村里的“电商掌柜”

2015 年 8 月，天气炎热，坐在殡仪馆
里的方建国却觉得周身发冷。他坐在轮
椅上，靠着黑色的灵柩，眼睛红肿——这
个一辈子也没哭过几次的汉子，此时眼泪
像断了线的珠子。

灵柩里的“明臣大哥”静静地躺着，脸
上还带着工作时一贯的严肃表情。

方建国家住河南省驻马店市上蔡县
崇礼乡中方村，1993 年，因意外事故高位
截瘫。从此，他的脾气日渐暴躁，还与邻
居产生土地纠纷。

2008 年，夏明臣来到崇礼乡派出所
工作，得知方建国的情况后，便经常去开
导他；每逢节假日，还和所里的人凑钱买
米面粮油去他家里探望。“明臣哥走得可
惜！”方建国眼含热泪，“他的手机号码村
里人都能背下来，打电话过去准能找到
人。他经常资助乡亲们，自己却过得很
苦。他不讲究吃穿，衣服就那么两件，袜
子上打满补丁⋯⋯”2012 年 6 月，方建国
领养的女儿考上了黄河科技大学，却一时
凑不够学费。夏明臣得知后，马上从工资
中拿出钱，圆了他女儿的大学梦。

夏明臣的爱心让方建国产生了很大
的变化，他的心态平和了，还和夏明臣有
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

疾恶如仇，保一方平安

夏明臣自幼家境贫寒，兄妹五人中，
只有他一个考上河南省人民警察学校，走
出农村。从 1986 年穿上警服、戴上警徽
的那一刻起，他心里想的就都是群众。

1993 年至 2008 年，夏明臣先后担任
无量寺乡派出所副所长、所长，带领战友
们侦破了一批有影响的案件。

1990 年前后，无量寺乡境内及“西上
公路”附近区域，多次发生蒙面持刀抢劫、
盗窃案件，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极大
威胁。经过调查，夏明臣和同事认为无量
寺乡坡王村村民王学俭具有重大作案嫌
疑，可王学俭在 1991 年被批捕后外逃。
夏明臣经过两个多月的深入摸排，往返奔
波数千公里，成功将其抓获。听闻王学俭
被抓获的消息，百姓们纷纷拍手称快。

2008 年，夏明臣担任崇礼乡派出所
所长。当时，崇礼乡是出了名的复杂之
地，地理位置偏僻、地势复杂、不易管理，
不少犯罪分子都会选择逃逸到此，被公安
部列为挂牌重点整治的乡镇。

夏明臣任职后，崇礼乡便开始由乱到
治。2011 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大规模
的“清网行动”，夏明臣带领崇礼乡跑在最
前面。他带着民警，奔走于田间地头，耐
心给群众做法律宣传和思想工作。他组
织帮助群众开展秋收，推心置腹地向逃犯
家属讲透国家法律刑事政策和法律条文，
并承诺：“凡投案自首、主动交代犯罪事实
者，将依法从轻处理”。

由于夏明臣在百姓中享有崇高威
望，群众对他高度信任，他做过规劝工
作的逃犯自首率很高。在整个“清网行
动”期间，夏明臣带领崇礼派出所民
警，共抓获、劝投各类网上逃犯 58 名，
仅他自己就规劝了 13 名逃犯投案自首。
由于在“清网行动”中的优秀表现，夏
明臣荣立个人二等功。

这个二等功背后还有一个感人的故
事：原本上级给派出所的奖励中，有一个
一等功，大家都强烈要求把这个奖项给夏
明臣，他却挥挥手说:“这个奖应该给更年
轻的同志！”

扶危济困，献一颗爱心

在夏明臣身上，群众看不到一丝
“官”架子。他把群众当亲人，群众也把
他当作了自己的亲人。平日里，群众有
了困难，他都主动伸出援手，积极帮助
解决。

2014 年 3 月 12 日上午，崇礼村村民
范凤全 90 多岁的老母亲出门赶集时，晕
倒在离家 1 公里远的吴潢公路上。夏明
臣刚好巡逻路过，连忙将老人送到卫生
院治疗，并垫付了几百元医疗费。待老
人病情稳定后，他又开车把老人护送回
家。此后，他经常到村里看望老人，还
帮其修缮房屋，改善居住环境。

对于夏明臣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是
他身上的警徽，那是他的信念所在；另
一个就是群众，他在睡梦中都惦记着乡
亲们。

无量寺乡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柳堰
河，河上有一座宽约 5 米、长约 30 米的
半河桥——君刘大桥，这是无量寺乡群
众去往县城的必经之路。2005 年夏季，
因雨水较多，君刘大桥段水位暴涨，将
这条必经之路切断。

夏明臣看在眼中，急在心里。他买
来粗铁丝，绑到桥两头的大树上，水位
浅时，群众就可以扶着铁丝安全过桥。
可随着水位不断上涨，群众扶着铁丝也
过不去了，这条路又成了无法通行的

“绝路”。为帮助群众过河，他带领所里
的青壮年民警和联防队员，背起老人、
妇女和儿童过河。行人多时，他们常从
上午背到下午，一个个累得身上没有半
点力气，一道道汗水顺着他们的额头流
下，浸湿了警服，却也温暖了群众的心。

清正廉洁，守一份责任

走进夏明臣的家，很难想象这是一
个当了 20 余年派出所所长的家。他家的
小房子夹在南北两栋楼房之间，前不见
光、后不透风，屋内光线不好，白天也
要开着灯。屋内除了结婚时做的床、立
柜、书桌和几把椅子，没有一件像样的
家具，到过他家的人都唏嘘不已。

当地百姓都说，夏明臣为人清廉正

直。30 多年来，他始终坚守一名共产党
员的高风亮节，从不曾让神圣的警徽蒙
尘。

2012 年春，崇礼乡靳庄村村民靳献
华涉嫌多次电信诈骗犯罪。掌握靳献华
潜回家中的线索后，夏明臣带领战友将
其成功抓获。靳献华的家人拿出 3 万
元，托派出所炊事员张荣送给夏明臣，
并表明只要能帮忙减轻罪责，还会送上
更多现金。

看着厚厚的一沓钞票，夏明臣严肃批
评了张荣：“你想想，有多少群众的血汗钱
被瞬间骗走，我们能昧着良心去做那些对
不起群众的事情吗？要是你的钱被骗，你
能容忍别人这样做吗？希望这事是你的
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张荣面红耳赤，
连连认错。

夏明臣把这 3 万元现金交到派出所
指导员梁涛手中，让梁涛把钱退还给靳献
华家人。

在无量寺派出所工作期间，夏明臣
乘坐的是一辆行将报废的汽车，极不安
全。派出所办公条件也十分简陋，需要
改善。无量寺乡党委书记主动找到夏明
臣，说乡里的发展离不开派出所的大力
支持，决定拿出部分资金为派出所购置
一辆新车，夏明臣却想用这部分资金筹
建新的派出所。2001 年，经他多方努
力，一座崭新的两层楼拔地而起，无量
寺派出所迎来了新居。而夏明臣在身患
病痛的情况下，依旧乘坐着那辆行将报
废的汽车。

病痛，几乎伴随着夏明臣的一生。
长期超负荷工作，加上饮食、作息不

规律，夏明臣患上严重的股骨头坏死、脑
梗塞等疾病。他每次在医院做完手术，还
没完全康复就忍着病痛、拎着药袋回到工
作岗位。

记者看到，在他的办公室里，除了堆
满文件的破茶几、一把乱摇的破椅子和一
张破旧桌子，就是随处可见的药物。

从第二次股骨头坏死做手术到生命
的最后一刻，夏明臣都是一边吃药、输液，
一边处理工作。工作就是他的生命，病房
成了他的办公室。

“我自己的病没有大碍，再说我也不
愿离开自己的岗位。”当上级领导多次劝
他调回机关工作，便于更好地进行治疗

时，他满不在乎地回答。

鞠躬尽瘁，做一名榜样

夏明臣总说，“我这条命，说不定哪天老
天就收走了，我得抓紧时间多干点事儿”。

从 2015 年 8 月下旬起，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和“9·3”阅兵安保工作就
进入了关键阶段。夏明臣一边吃药、输
液，一边坚持工作。在生命的最后时光，
他带领民警走访辖区群众 3500 余户，及
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200多个，查处违法
犯罪行为 6起、破获案件 11起⋯⋯

2015 年 8 月 25 日到 28 日，他一直忙
工作，每天只睡3个多小时。28日晚上，排
查完隐患，他接到县公安局让他次日下午
参加“9·3”安保工作推进会的通知。之后，
他又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2点。

8 月 29 日 13 时 50 分，夏明臣不顾疲
劳，坚持驾驶警车赶往县城开会。他对抢
着当司机的同事说：“我年龄大了，不需要
睡太多时间，还是由我来开吧。”14 时 10
分许，在行车途中，他为避让一辆违规驾
驶的大货车，车子侧翻，本人不幸殉职，时
年 51岁。

夏明臣牺牲后，他的家人在哭，战友
在哭，他曾经帮助过的老百姓也在哭。在
他生前工作过的无量寺乡和崇礼乡，成千
上万的群众都在为他哭泣。

追悼会那天，上千名群众自发赶来，
手举横幅，为他送行。

夏明臣静静地躺在灵柩里，生前最爱
的警服和警徽穿戴在身上，一如 30 年前
交到夏明臣手上时那样整洁。在基层工
作 30 年来，夏明臣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
一个新时代的人民警察的高大形象，用无
私的奉献和无畏的牺牲践行了他一生的
志向，兑现了他的诺言。

图① 夏明臣荣获清网行动二等功。 （资料照片） 图② 夏明臣（左）与同事研究制定抓逃方案。张凯华摄
图③ 战友含泪向夏明臣告别。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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