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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跟肖继安握手，就像捏住了块石
头，又冷又硬，正如他对行窃者的态度。
近 30 年来，这双粗壮有力、像钳子一样的
手完成了 486次当街抓贼的义举。

这并不是一双民警的手。作为普通
市民，肖继安本可以像大多数兰州人一
样，闲暇时与三五好友相约去黄河边“刮
个碗子（喝盖碗茶）”，但他却喜欢上街抓
小偷。

“看不惯。”豪爽的兰州汉子肖继安说
话干净利落，就像他抓贼时的身手一样，

“特别是欺负老人、妇女的贼娃子，只要发
现，我马上就抓，从来没有失过手”。

生于 1968 年的肖继安是土生土长的
兰州人，高中毕业后，他到兰州清真食品
厂当了一名工人。1986 年的一天，18 岁
的肖继安在厂门口值班，看见一个小伙子
拿起不远处一辆自行车上的黑包就跑。
直觉告诉他，这个小伙子有问题，他连忙
冲出去追赶，在一条巷子将该男子追上制
伏，并将其扭送至派出所。事后，失主写
来表扬信说，包里装有单位的动物检疫
章，若被不法分子利用，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肖继安第一次抓贼，时隔近 30
年，他清晰地记得每个细节。“后背发凉，
心跳加速。”当时的激动让肖继安终生难
忘，一直到现在身体都有这种反应：每次
出手抓贼之前，他都感觉到后腰上的筋

“突突”地跳。
自此之后，肖继安逐渐将抓贼当成业

余爱好，慢慢摸索出一套“抓贼攻略”。“一
般公交车上、繁华路段贼比较多，上下班
高峰人多拥挤，贼也容易得手。”肖继安引
以为豪的绝活儿是人群中认贼，“眼神飘
忽不定，还总盯着别人的包、手机、口袋
看，一直尾随一个人，故意碰撞别人，有这
些特征的就八九不离十了”。

1994 年 8 月，第四届中国艺术节在兰
州举办，肖继安在节会期间孤身一人抓了
40 多个小偷。“遇到团伙我也不怕。”肖继
安说，有一次他乘坐公交车，发现有人正
在偷一名女乘客的钱包，他上前一把抓住
行窃者。不料，身边突然出现 4 名男子将
他围了起来。“我当时心想，就是拼了命，
也要把他们制伏，最后小偷都被我用皮带
和鞋带捆着送到了派出所。”肖继安说。

尽管敢拼命，但肖继安并不是鲁莽的
人。坚持 30 年义务抓贼，与他疾恶如仇
的性格有关；抓贼 486 次不失手，靠的则
是“艺高人胆大”。多年与不法分子街头
斗争，肖继安积累了不少只有警察才具备
的经验和技能。比如，肖继安现在出门，
口袋里随时都装着一根粗鞋带，用他的话
说，“这是为敢于挑战正义的人准备的”。

“这是一名老警察教我的，抓了小偷
后用腰带或者鞋带绑上。”近 10 年来，肖

继 安 已 经 用 坏 了 3 根 专 门 绑 小 偷 的 鞋
带。平时，为保护自己，提高抓贼效率，肖
继安在家打沙袋、练格斗，琢磨一招制敌
的技巧。由于经常往派出所送小偷，肖继
安跟很多基层民警成了朋友，他的手机通
讯录里有 30 多个民警的电话，“有空的
话，我们还经常在一起交流反扒经验，闲
时会打个电话相约上街抓贼”。

有时，肖继安也会遇到危险。1989
年，他在公交车站旁遇见 3 个小伙子堵住
一位姑娘强行掏包。肖继安迅速冲上去
制止，并与 3 人打斗起来。在他制伏了其
中两人后，不防第三人掏出一把短刀刺向
他，肖继安闪身一挡，短刀划过他的皮夹
克和毛衣，差点受伤。经过生死搏斗，肖
继安最终将这名歹徒制伏。

“ 遇 到 不 平 事 不 管 ，我 心 里 过 意 不
去。”有一次，肖继安看到一名可疑男子尾
随路人，他就一直跟在后面。肖继安先后
跟着该男子换乘了好几辆公交车，中午连
饭都顾不上吃，历时 4 个多小时，终于在
该男子作案时将其抓获。

肖继安也有“害怕”的时候。一次，他
去接儿子放学，在学校附近遇到一名女子
被偷，就在他将歹徒擒获等警察来时，儿
子在身后喊了一声“爸爸”。“我回头一看，
心里突然有点怕，担心儿子以后会被小偷
报复。”机智的肖继安灵机一动，假装不认

识，对着儿子吼了一句：“谁家的娃娃，跑
来看这个，快走开！”儿子似乎明白了他的
用意，看到爸爸安全，就从围观人群中走
开在远处等他。

很多人会担心遭到报复而“见义不勇
为”，但肖继安始终坚信邪不压正，这也是
他能将抓贼义举坚持 30 年的动力。“有的
歹徒会拼死抵抗，也有的歹徒，你大喝一
声，他就有可能束手就擒。”在这 486 起与
歹徒的较量中，47岁的肖继安也悟出一个
道理：邪恶势力都是“纸老虎”，你对它妥
协就是助长它的嚣张气焰，“所以遇到恶
势力，我们应该站出来”。

肖继安也有犯愁的时候。2001 年，
单位破产，他成了下岗工人。这些年来，
不管是装卸工肖继安、库管员肖继安，还
是捡废品的肖继安，他都是小偷最害怕的
那个肖继安。8 个月前，酒水销售员肖继
安又失业了——年事已高的老板出国与
儿女团聚，公司也随之解散。尽管生活困
顿，一职难求，肖继安见了小偷还是绝不
手软。2015 年 11 月 27 日，他又在兰州西
站抓了两个女贼。

一次次挺身而出的义举，让肖继安收
获 10 余项沉甸甸的荣誉。2014 年，肖继
安被授予“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称号；
前不久，肖继安被评为“2015 感动甘肃十
大陇人骄子”。

兰州城里的“孤胆英雄”
——记全国见义勇为英雄模范、“陇人骄子”肖继安

本报记者 陈发明 李琛奇

越野车在雪原上疾驰，放眼望去，周
围白茫茫一片。在抵近中国与蒙古国边
境时，车子陷入一尺多厚的积雪中，难以
前行。《经济日报》记者走下车，每前进一
步都非常困难，走到 200 米外的 326 号界
碑时，已是气喘吁吁，鞋子里灌满了雪。

这里是苏海图，这样的路，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十三师退休职工宝汗·埃恩赛
根默默行走了 30 年。1 月 13 日，这位哈
萨克族牧民党员再一次来到边境，身高
1.92米的他挺了挺腰板，用袖口擦去界碑
上的灰尘。正午的阳光照耀下，界碑上

“中国”两个字分外醒目。“要把它装在心
里。”宝汗对身边的小儿子塔拉别克说。

坚 守

苏海图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
三师红山农场，群山环抱，地广人稀。在
这个边境农场，“种地就是站岗，放牧就是
巡逻”是许多团场职工的真实生活写照。
2012 年，年届六旬的宝汗退休，告别了
30 年的巡边员岗位，儿子塔拉别克从他
手中接过马鞭，继续守护着苏海图。

宝汗的父亲埃恩赛根·巴巴汗就是一
名光荣的巡边员，尽职尽责，用一生守护
神圣的边防线。宝汗至今清楚地记得，风
雪交加的一天，父亲赶回自家的羊群后，
又翻身上马，朝边境线飞奔。家人都劝他
在家躲躲风雪，不要出去了。宝汗的父亲
却说:“这样的天气，牧民最容易迷路，如
果不小心越过边境，我怎么向团场交代？
怎么向国家交代？”

父亲的言传身教，让宝汗从小就懂得
了责任与坚守。18 岁那年发生的事，宝
汗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年，宝汗随父亲从
冬牧场转往夏牧场，途经一个山口时突遇
雪崩。眼睁睁看着父亲被埋在雪里，宝汗
慌了神，失声痛哭。他和闻讯赶来的团场
职工挖了一天一夜，才找到父亲的遗体。

那一刻，宝汗觉得自己长大了。他拾
起父亲的马鞭，暗暗发誓：不管多累多苦，
一定要像父亲那样，用生命守护好祖国的
领土。1982 年，他开始正式巡边，主动请
缨到条件艰苦的苏海图牧区放牧守边，与
他同到边关的还有妻子和年幼的子女。

有一次，转场途经百里无人区三塘湖
时，天气突变，狂风卷起大雪，瞬间天地一
色，情况危急！“快把羊群聚在一起，所有
人都钻到羊群里，趴到羊肚子下面。”宝汗
大喊。就这样，他和 7 个牧民在羊肚子下
面趴了一天一夜。等到暴风雪停下来时，
宝汗已经和羊冻在了一起，同伴们费了好
大劲才将他和羊分开。

天地间白茫茫一片，牧民们筋疲力
尽。“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大家再坚
持一下。”宝汗鼓励同伴：“请大家相信我，
我和父亲巡边多年，一定会带领大家安全
抵达。”

实际上，只要是结伴而行，不管遇到
多大困难，多恶劣的天气，宝汗都觉得很
幸福。“因为不寂寞，能和人说话聊天。”大
多数日子，宝汗就是一个人坚守在边境
线。一个人，一匹马，一条路，与牛羊为
伴，与风雪同行。

关 爱

在苏海图边境线和边防哨所，没有人
不认识宝汗。哨所班长胡俊生说，“战士
们巡逻时，只要路过宝汗大叔家的毡房，
他就要请大家坐下来喝杯奶茶，休息一会
儿，与战士们交流边境信息”。

1 月 13 日，宝汗来到哨所时，战士们
闻讯纷纷跑来，聚拢在他身旁，嘘寒问
暖。战士杨子纯说：“苏海图边境线山路
崎岖、险峻，气候恶劣，特别需要像宝汗大
叔这样熟悉情况的巡边员，他就是一名不
穿军装的老兵。”

苏海图牧场远离城镇，信息不通。巡
边途中，宝汗就把自己掌握的最新政策、
建设成就讲给牧民听。在他的带动下，边
境牧场的毡房成为一座座哨所，牧民成为
流动的哨兵，北山汗·克孜行等 10 多名哈
萨克族牧民还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目前已
有 5名牧民入党。

苏海图边境线地广人稀，医疗卫生条
件差。看到牧民有病得不到及时医治，宝
汗心里着急，索性自学了简单的医学知
识，为大家服务。

一年冬天，牧民到拉提汗 2 岁的女儿
玛依古丽不幸被开水烫伤。当时大雪封
山，下山治疗路途难行，时间也不允许。

危急时刻，到拉提汗想到了宝汗，急忙找
到了 3公里外正在巡边的他。宝汗匆匆赶
来，根据学到的哈萨克民族医学偏方，将
烧过的鸡毛研成粉末，敷在孩子的伤口。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孩子的伤情渐渐好
转，也没落下后遗症。“多亏了宝汗大哥，
要不然我得后悔一辈子。”到拉提汗说。

1992 年初的一天，苏海图暴风雪来
袭，宝汗很担心人畜迷路越境，便冒着
风雪骑马出巡。在一个山沟里，他发现
牧民胡那皮亚倒在雪地里，一动不动。
原来，胡那皮亚在寻找丢失的羊群时迷
了路，从马上摔下来，腿部骨折，耳朵
严重冻伤，已经在冰天雪地里躺了六七
个小时了，命悬一线。

宝汗把胡那皮亚托上马，走了四五
个小时，才把他带回家。哈萨克族民间
有用热羊血和羊肚治疗冻伤的土法子，
宝汗毫不犹豫宰了自家的 2 只羊，为胡
那皮亚治疗。他还不停地揉搓胡那皮亚
的双腿，一夜没合眼。经过紧急救治，
胡那皮亚的双脚慢慢恢复了知觉，第二
天早上就能下地走路了。

传 承

有一年，宝汗在巡边时走到一个小山
沟，发现那里远离界碑，也没有其他标志，

很容易发生人畜越境。怎么办？他左思
右想，决定用石头堆起一个临时界碑。宝
汗没上过学，不会写字，但对界碑上刻着
的“中国”两个字记得清楚。他就在临时
碑上刻下“中”字，告诉牧民们只要看到刻
着“中”字的石头，就意味着到了边境，必
须把羊群赶离边境地区。

从那以后，在石头上刻“中”字，成了
宝汗最大的爱好。只要看到哪里没有明
显标志，他就堆起石头，认真地刻下他心
目中神圣的“中”字。

如今，在苏海图边境的山坳里、荒岭
上，到处都有刻着“中”字的石头。30 年
的巡边经历，宝汗也记不清到底竖起了多
少临时界碑。他退休后，小儿子塔拉别克
接过父亲的班，继续策马巡边，守护边
疆。“虽然寂寞枯燥，但接受了这项任务，
就要承担起责任。”宝汗常对儿子这样说。

塔拉别克刚接手时，宝汗放心不下，
反复跟他介绍巡边时需要注意的事项。
他还不打招呼，先后 3 次辗转跑到苏海
图。“说是看望儿子，实际上是放心不下边
境线。”妻子哈丽满·乔肯最了解宝汗：“他
巡边 30 年走了 9 万多公里，现在还是闲
不住，心里最惦记的还是苏海图。”

巡边时，塔拉别克按照父亲的要求，
在刻下“中”字的石头上补上“国”字。“守
护边疆是我们兵团职工的特殊使命，要一
代代传承下去。”宝汗对儿子说。

宝汗家有一间小储藏间改造的荣誉
室，里面挂满了他获得的各种奖状、证
书。塔拉别克一回到家，就会到荣誉室里
驻足。在这里，他读懂了责任和奉献。“从
小就翻看这些证书，不知看过多少遍了。”
塔拉别克说，“这些是我父亲取得的荣誉，
也是鼓舞我做好工作的动力”。

好家风就是一所学校。哈丽满·乔肯
说，宝汗做的是有意义的工作，他的付出
是值得的。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子女们能
够继承父亲的优良作风，把本职工作干
好。宝汗的长子胡安别克现任红山农场
农业公司副总经理，他说，“我为父亲感到
骄傲和自豪，他的无私奉献精神最值得我
们学习。今后，无论我从事什么工作，都
会像父亲那样，牢记责任，勤勉尽职”。

三代人守边关，两代人写“中国”。如
今，宝汗大叔的故事在苏海图边境线，在
红山农场广为传诵。“漫漫巡边路，悠悠爱
国情。”红山农场党委书记、政委曹萍说，

“宝汗大叔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团场职
工树立了榜样。他的爱国精神，他对巡边
事业的热爱，对牧民和边防官兵的关爱，
体现了对党、对祖国的朴素情怀，体现了
兵团职工的担当”。

图① 宝汗（右）向边防战士

介绍情况。

图② 在苏海图边防哨所，宝

汗（左二）与边防战士们谈心。

图③图③ 宝汗与妻子哈丽满在

家中。 本报记者 乔文汇摄

巡边三十年 云月九万里
——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退休职工宝汗·埃恩赛根

本报记者 乔文汇

1 月 18 日早上，纷纷扬
扬的大雪寂然飘下。上午 9
点，山东省招远市殡仪馆内，
哀乐低回，数百名群众顶风
冒雪赶来，只为给一位 93 岁
的平凡老人刘盛兰献上一束
花，鞠上一个躬，送他最后一
程。

告别的人群中，一名戴
眼镜的男人默默跪倒在老人
遗体前，重重磕了三个头。
他叫乔磊，是老人生前捐助
过的 100 多名学生中的一
个。“爷爷对我有恩，我永生
不忘！”这位 36 岁的汉子眼
里噙满了泪水。

1998 年，早年丧父的乔
磊母亲去世，只留下他和双
胞胎哥哥，生活陷入困境。
刘盛兰得知这一消息后，第
一时间伸出援助之手，直到
两兄弟顺利完成学业。这几
年里，乔家兄弟多了位爷爷，
刘盛兰多了两个孙子。“我原
以为爷爷是个生活富裕的
人，直到见到他家里堆满的
废品，才知道他的生活如此
艰辛。”此后，每年春节前，乔
家兄弟都要去看望刘爷爷。

“给爷爷送的钱和衣服他都
不要，即使收下了也会转送
给其他有困难的孩子。”乔磊
说，“爷爷不仅给我们带来生
的希望，更给整个社会传播
了正能量”。

“不是血汗钱不要沾，碗外的饭不能吃。有富余的
钱，就多资助落难的人⋯⋯”文化水平不高的刘盛兰在
给资助学生的信里，经常提到这些朴实的话。

刘盛兰 9 岁时父亲去世。在饥寒交迫中勉强上了
四年半学后，他不得不辍学当起学徒工，没能好好读书
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1996 年，刘盛兰在招远一家企业当门卫。那年的
5 月 1 日，他在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邹城市王
村乡东洪洋村中学生吕亚洲，因家境突发变故，家中只
剩下他和瘫痪在床的 85 岁曾祖母和 60 岁奶奶，没有
经济来源的他面临辍学。

刘盛兰一夜没合眼。儿时的经历浮现在眼前，辍
学的痛苦历历在目，这一切，都让他无法平静。

第二天，刘盛兰来到邮局，给吕亚洲写了一封信，
鼓励他安心上学，并寄去 50 元钱。这 50 元对于一个
月收入仅 300元的门卫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此后，为更好地捐资助学，老人找到了一个“生财
之道”——拾荒。他曾栖身的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平房
里堆满废品，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老人在翻捡垃圾
箱的同时，还留意旧报纸上那些需要资助孩子的信息。

只要能减少一名辍学儿童，吃再多的苦他也心
甘。他经常吃从垃圾箱里捡来的东西，穿的是 20 多年
前的衣物，可他硬是把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10 多万元寄
往大江南北，前后资助了 100多个贫困学子。

2013 年，刘盛兰因病住进医院，从此卧床不起，但
他仍然惦记着捐资助学。

刘盛兰的侄子刘建喜说，这些年来，社会各界热心
人士捐助了不少善款来改善老人生活，但他舍不得花，
只要得知有需要帮助的困难学子，就会将钱物捐助出
去。一张张飞往全国各地的汇款单带给别人希望，留
给老人幸福。

老人无子，却有他资助过的孩子们带着无限感恩
送他最后一程；没有亲人，却有和他志同道合的道德模
范和志愿者们继续着他未竟的事业。“依稀记得看‘感
动中国’时为你泪流不止，一路走好，爷爷。”“二十年如
一日拾荒助学的生命坚守，谱写了一曲大爱之歌，让人
为之动容、为之感动!”⋯⋯在网上，不少网民表达了对
老人的敬佩与感动。

2014 年 2 月，刘盛兰获得 2013 年度“感动中
国”人物，成为家喻户晓、闻名全国的助人为乐模
范。因身体不便，刘盛兰无法赶到颁奖典礼现场领
奖。当年 1 月 12 日，“感动中国”的奖杯破例走出颁
奖厅，由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敬一丹送到刘盛兰手中。

“残年风烛，发出微弱的光，苍老的手，在人间写下
大爱。病弱的身躯，高贵的心灵，他在九旬的高龄俯
视生命。一沓沓汇款，是寄给我们的问卷，所有人都
应该思考答案。”这是颂扬刘盛兰老人的颁奖词，也
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诠释。

二十年拾荒助学的好爷爷
—
—追记二

○

一三年度

﹃
感动中国

﹄
人物刘盛兰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王

冲

央视主持人敬一丹看望刘盛兰（右二）老人。

原晓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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