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昌吉州阜康市，一个多
民族聚居的家园。这里位于天山
脚下，总人口 22 万，有汉、回、哈
萨克等 26 个民族。在阜康市，沙
尼汗·艾塔木在社区的支持下，在
自己家里办起居家养老点，来自
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
4个民族的 36位老人欢聚在这个
特别的大家庭里，在欢声笑语中
度过每天的时光。

5 月 27 日下午，骄阳似火，
“花儿昌吉·山水阜康·全民公益”
民族团结进步公益日活动正在举
行。这一天，阜康市委书记王志
华与沙尼汗·艾塔木一起为“沙尼
汗民族团结进步公益金”揭牌，沙
尼汗还被评为“阜康市首届民族
团结形象大使”。

回到阜新街道文化路社区居
家养老点，沙尼汗顾不上展示新
得的奖牌就忙了起来。这是个普
通的院落，院子里种着鲜花，有玻
璃翠、绣球、三角梅，红的紫的，开
得正好。庭院里，老人们有的打
牌，有的聊天，厨房里，几位老人
正在包粽子。他们都是社区里的
空巢老人，有的白天来傍晚回家，
有的索性住在养老点里。有的老
人子女想接走照料他们，但他们
哪里都不愿去，就喜欢这个热闹
的大家庭。

这个养老点成立于 2010 年
11 月。“我们社区空巢老人多，维
吾尔族的沙大姐是个正能量人
物，她婆婆瘫痪 6 年，在她的细心照料下，婆婆后来能站
起来了。这打动了社区里的老人，说如果她办居家养老
点，他们都想来。”文化路社区主任陈小燕告诉记者，她找
沙尼汗商量，沙大姐没有犹豫就同意了。“在这里，各民族
的老人在一起吃饭、一起聊天，这是一种情感的融合。”沙
尼汗说。

沙尼汗总是笑眯眯的，“刚开始，这里有二十几个
老人，现在有 36 个。最少时，我做 25 个人的饭，最多
时做过 40 个人的饭，拉条子、米饭、抓饭、汤面、包
子、饺子，老人们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坚持做了快
6 年，她没觉得累也没觉得烦，“大家也都来帮忙，这
里年龄最大的 83 岁，最小的 58 岁，相处久了，就像一
家人一样。街道给每位老人每个月 100元补贴，好多爱
心企业、单位还捐了米、面、油，我自己也投上些钱，
出点儿力气，要把这里建成一个最美的大家庭”。每天
中午 11 点、傍晚 19 点，沙尼汗就开始准备做饭。她掌
勺，养老点的老人帮着打下手。

“如果我不在家，老人们都知道钥匙放在哪儿。”沙尼
汗说，她的丈夫库尔班和几位身体好的老人主动照顾其
他老人。她记着每位老人的生日，每个月都在养老点里
举办一场热闹的生日宴会，老人们一起唱生日歌，一起吃
蛋糕。2015 年秋天，沙尼汗的丈夫被确诊为胃癌晚期，
她一边照顾丈夫，一边继续照料老人。

今年 5 月，沙尼汗的丈夫去世了。他记挂着这些老
人，嘱咐妻子把养老点继续办下去。老人们心疼沙尼汗，
像开导自己的女儿一样开导她，劝她坚强起来。83 岁的
老妈妈黄建国怕她一个人孤单，索性搬过来与她一起
住。“沙尼汗叫我妈妈，她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几位老人
教沙尼汗包粽子，“她呀，学了忘，忘了再学，总是包不
好”。大家说说笑笑，阳光洒满这个特殊的院落。

说起这份爱的坚守，55 岁的沙尼汗说，“我嫁到这里
30年了，与邻居们相处得很好。2013年到 2015年时，我
们家条件不好，一直是低保户。那时候，很多人帮助过
我。我现在条件好了，也想帮助更多人，这些老人也是我
的爸爸、妈妈”。

沙尼汗已成为阜康市的一张美丽名片，先后获得“全
国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全国孝亲敬老之星”“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民族团结模范”、全国四个“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等荣誉。

邻里守望，大爱无声。一个普通的小院，因各民族间
的真情而动人。在沙尼汗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阜康人
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来：董大妈调解室、薛萍流动人口
服务站、老党员阿不都、劳模哈帕尔、文化带头人王鸿
⋯⋯志愿者纷纷行动起来，为老人们送去温暖，为多民族
聚居区增添平安与和谐。

如今，阜康市已成立 80 多支志愿服务队，建立党员、
职工、青年、法律等志愿服务组织 21 个，注册志愿者
4000余人。全民公益，人人受益。

跨越民族的深情
—
—沙尼汗

·艾塔木照料各族老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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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阜康市文化路社区沙尼汗居

家养老服务点内，沙尼汗·艾塔木（左）与汉族老人黄建国

一起包粽子。 本报记者 王 晋摄

6 年前，29 岁的他在执行任务时不
幸被万伏高压电击中，右臂截肢，右腿永
久性功能障碍。出院后，他学会站立、左
手书写，并毅然重返刑事技术岗位。

最近 4 年，他整理了 3000 多份案卷
并协助破案 15 起；倾心帮助 5 名新警察
成长为刑事技术骨干；用左手敲出近 5
万字的文章，并发表 12篇论文。

他就是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
刑侦支队技术大队民警陈冰，身残志坚
的当代公安“保尔”。

不向命运低头

2010 年 4月 8日清晨 7时许，值了一
个夜班的陈冰正在填写值班记录，准备
交班休息。这时，值班室电话响起：“大
竹林街道一变电房被盗，请技术民警马
上到现场勘查。”

挂断电话，陈冰不忍心喊醒刚睡下
的同事，自己提起勘查工具箱就赶往现
场。他知道，昨天夜里大家出了几次
警，太累了。

现场被告知变电房已断电后，陈冰
开始对案发现场拍照、勘查痕迹。然而，
电并没有断，他一踏进变电房就被电流
吸起，双腿悬空，十几秒后又被弹出，重
重地摔在地上。“我赶到的时候，闻到一
股肉被烧焦的味道。我知道坏事了，他
的右手骨头已经露了出来⋯⋯”时隔 6
年，当时与陈冰同在现场勘查的同事邓
良回忆起来，仍然心有余悸。

醒来的时候，陈冰发现自己躺在西
南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经历 3 次
大手术后，他虽然保住了右腿，却因右臂
截肢，右腿股动脉、静脉全部断裂，造成
永久性功能障碍。

“不能向命运低头！”陈冰说，他躺在
病床上，发现右手没有知觉、右腿不听使
唤时，哭过，消沉过：“但我是一名人民警
察，在不幸与困难面前要选择坚强！”

“他的坚强和乐观，我至今难忘。”
时隔多年，当年照料陈冰的西南医院黄
护士长说，“住院时，我在他脸上看到
的不是恐惧和愤怒，而是微笑”。出院
之时，黄护士长思忖再三，还是问了一
句：“右臂截肢了，今后的工作、生活
怎么办？”

“我有左手。”陈冰依旧笑呵呵地说。
还有左手，还有左腿，就要直面生活

——这是陈冰内心的信念。伤愈后，陈
冰立即投入到恢复下肢功能和平稳站立
的艰难练习中。没了右臂，右腿功能丧
失，陈冰站一次摔一次。父母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有一次，陈冰在病床边练习
站立时失去重心，他下意识地用已被截
肢的右臂支撑，结果摔得鲜血直流。母
亲赶紧扶他，他却用左手挡住母亲说：

“妈，让我自己站起来吧！”
一次次跌倒，一次次爬起。一年后，

陈冰站了起来，并能慢慢行走，还学会了
用左手洗漱、吃饭、写字、打字、上网。然
而，每天在家按部就班过日子不是陈冰
想要的生活，他想要怒放的生命。

2011 年 11 月，伤愈后的陈冰郑重地
向分局提出申请，请求重返工作岗位。
他说：“我的手臂虽然残了，但精神绝对
不能垮，我学的是刑侦技术专业，愿意为
自己热爱的事业继续贡献力量。”

2011 年 12 月 15 日，陈冰回到了阔
别 570 天的工作岗位。“我上班了，我
终于上班啦！”这一天，在同事们的帮
助下，他高兴地穿上警服，兴奋得像个
孩子。按照政策，陈冰因公致残，不上
班也可以正常领取薪资。陈冰说：“我
来上班不是为了钱，这身警服不能轻易
脱下！”

勇奉献敢担当

不给别人添麻烦，是陈冰重回工作
岗位后给自己立下的规矩。

同事们担心他走路不方便，想轮流
接送他上下班，他拒绝了；支队特批他坐
出租车上下班，采用弹性工作制，他没有
接受；在食堂吃完饭，同事争着帮他洗
碗，他夺了过来，把碗筷卡在池子一角，
用嘴咬住碗的边沿，用左手拿起洗碗布
洗碗。他说，我要在这里工作 10 年、20
年，不能一直靠你们。

陈冰在重庆小龙坎地铁站附近买了
一套小房子，离开父母独自居住。为避
开早晚高峰，他每天 5 点多就起床坐第
一班轻轨上班，接近晚 8 点才踏上回家

路。一次上班途中天降大雨，陈冰在单
位附近的轻轨站摔倒，他艰难地爬起
来，用了 20 多分钟才走到单位。看到
他满身泥水，很多同事心疼的哭了。

陈冰在日记中写道：“我的身体虽
残，但信念没有残疾，思想更没有倒下，
我要发挥自己的特长，用实际行动诠释
人民警察忠诚奉献的英雄本色。”

重返警队后，陈冰一门心思扑到工
作上。分局安排他做刑技室的专职内
勤，他用左手将 3 年来的 2500 份旧案卷
宗整理归档，对每个卷宗做到“一口清、
一查准”。他还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将旧
案采集物证痕迹完善后，逐一纳入数据
库进行比对；将同类作案手法的案件串
并研判；将嫌疑人指纹等信息放入旧案
中碰撞比对。陈冰还从旧案档案的整理
中发现很多新线索，破获了 10 多起案
件，挽回经济损失 30多万元。

陈冰没有满足于只当“坐堂先生”，遇
有大案要案都主动请缨到一线。2013年
初，分局辖区发生一起入室杀人案，陈冰
请求和战友一起到现场勘查。案发现场
是栋 33 层的楼房，为寻找犯罪嫌疑人作
案后的逃跑路径，陈冰与同事们对犯罪现
场出入口路线逐层勘查。寒冬腊月，阴暗
的楼道格外寒冷。陈冰拿着强光手电筒，
步履蹒跚地在楼道里搜索着。

从 1 楼搜索到 33 楼，陈冰花了 3 个
多小时。同事们见他气喘吁吁，劝他休
息一下，他说：“案件重大，我们要在
第一时间勘查、第一时间发现线索，必
须争分夺秒，不能有半点松懈，我还可
以坚持。”走完 33 层楼，陈冰又转战到
地下车库，最终发现血滴。经鉴定分
析，他提出对嫌疑人逃跑路线和右手受
伤的推断，民警顺藤摸瓜，52小时后破
获案件。

工作之余，陈冰潜心钻研，2014 年
以来，先后撰写 6 篇理论文章，其中，他
撰写的《试论 3D 打印技术在刑事技术领
域的应用》一文被第二届“全国司法鉴定
工作规范化管理与检验新技术应用研讨
会”论文集收录，与同事共同撰写的《54
式 7.62mm 手枪射击弹头与玻璃碰撞后
弹丸破片形态研究》《综合利用现场足迹
与视频侦查破获系列盗窃车内物品案》
被一些专业期刊收录。

献爱心扬善风

最近几年，尽管工作繁杂辛苦，陈冰
还是尽己所能去关心和帮助他人。他
说：“人民警察为人民，我希望自己是一
盏小橘灯，用光和热照亮、温暖更多的

人，帮助更多残疾人，让他们重拾生活信
心，展示别样的人生风采。”

2011 年 12 月，刚刚重返警队的陈冰
听说支队资助了身体残疾的女大学生陈
娟，就主动向领导请求，希望加入帮助陈
娟的活动，尽一份微薄之力。陈娟家在
江津农村，家境困难，小时候因一场火灾
使右手功能丧失。当听说陈娟因残疾有
自卑心理时，行动不便的陈冰就冒着严
寒来到重庆师范大学，将新买的冬装及
1000元现金送到陈娟手里。

“残疾不可怕也不丢人，只要我们有
追求、有理想，就有自己的价值，保尔·柯
察金、张海迪不是都有残疾吗？但全世
界、全中国还是有那么多人喜欢他们，只
要我们坚强、乐观，努力学习、勤奋工作，
就会赢得尊重和认可，从而实现自我价
值。”陈冰鼓励陈娟以更积极乐观的态度
面对生活。

2013 年 7 月，陈冰作为爱心大使，应
邀参加第三军医大学组织的春苗烧烫伤
儿童夏令营公益活动。为引导伤残儿童
及青少年树立积极乐观、自强不息的生
活态度，陈冰认真制作了幻灯片，结合自
己战胜伤残的经历，向他们传递“生命不
息，追求不止”的正能量。

活 动 现 场 ， 伤 残 女 生 小 刘 问 他 ：
“你怎么看待别人异样的眼光？”陈冰
说：“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别人的眼
光就那么几秒，你自己的生活却是一辈
子。一个人的自信源自他的内心，只要
内心够强大，就能坚强乐观地生活、工
作。”在陈冰的持续帮助开导下，小刘
走出了心理阴影。

2014 年以来，陈冰先后参加事迹报
告会 30 余场，扶危济困捐款累计 3 万余
元。他说，“做这些公益活动，不为别的，
只想将自己对生活的希望和感悟，传递
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这些年，陈冰先后获得“全国公安系
统一级英雄模范”“全国自强模范”等荣
誉。“成绩和荣誉属于过去，不忘初心，方
得始终。只有把工作干好，才能对得起
身上的警服。”朴实的言语、庄严的誓言，
陈冰一直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

无 愧 警 徽 铸 忠 诚
——记重庆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刑侦支队技术大队民警陈冰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在山东章丘市普集街道北孙村，有一
位有为的“丹参青年”。他叫孙辉，去年大学
毕业就回乡创业，与丹参结下不解之“缘”。

这“缘”起于章丘市的精准扶贫。在脱
贫攻坚战中，章丘市大力发展中药材产
业，成为贫困村“双脱贫”的有力引擎。

靶向疗法方能对症下药。章丘市大多
数贫困村位于山区，考虑到交通、土壤、气
候等实际条件以及劳动力短缺等现状，自
去年起，章丘市决定发展以丹参、柴胡、射
干为主的中药材产业，通过种植产业结构
调整，增加土地产出效益，带动贫困村脱
贫致富。目前，章丘市中药材种植面积已

达 2.3 万亩，预计每亩土地收益至少增加
1500 元。章丘市还出台相关政策，确保贫
困村、户中药材种植“旱涝保收”。

因为有在校的创业经验，再经过市场
调研，孙辉发现中药养生制品和中药化妆
品这个商机，巧借章丘市大力推广中药材
种植的有利时机，与村“两委”商议，计划
打造集中药材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
产业链，形成规模效益，提高产品附加值。

去年 7 月底，孙辉正式注册了山东泽
辉药业有限公司。12 月，他以公司为龙
头，联合 140 余户村民登记注册了“章丘
市泽辉种植专业合作社”，成功吸引 28 户

贫困户以土地入股形式参与丹参种植，走
上了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之路。如今，北孙
村 丹 参 种 植 面 积 400 余 亩 ，亩 产 可 达
2000 公斤，每亩均净收入超过 3000 元，
同时，泽辉药业的丹参茶、丹参粉等深加
工产品销售情况良好，逐步打开了市场。
目前，泽辉种植专业合作社已逐步发展成
辐射带动周边 10 余个村、共计 1800 亩的
丹参种植基地，并且与其他镇街、贫困村
结成帮扶对子，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和农用
机械，帮助解决丹参销售问题。

现在的孙辉已是章丘中药材产业发
展的“名人”。他介绍说：“现在发展丹参项

目，感觉责任感更强了，担子更重了，在经
营好公司的同时也想为全市的扶贫工作
出一份力，实现小我与大家的共赢。”

孙辉的成功创业除自身努力以外，也
离不开章丘市的扶持。章丘市围绕返乡大
学生、在外务工经商能人、退役士兵、本地
青年致富能手等群体统筹发力，通过项目
扶持、创业培训、金融服务、挂职锻炼等
22 条政策，激励引导更多在外的章丘籍
优秀人才回乡创业，持续优化县域人才发
展生态，加快建设省会双创人才开发“综
合实验区”，全面构建人才回归、资金回
流、创业回乡的发展态势。

截至目前，章丘市财政每年列支 500
万元政策资金，新扶持回乡创业人才领办
创办企业、组建各类专业合作社 128 个，
推荐 11 名创业人才挂职镇街团工委副书
记、村党支部书记助理，一批年纪轻、懂管
理、有致富头脑的优秀人才正在成为引领
城乡特色产业、带动村集体经济、带领群
众致富的骨干力量。

一名90后的“丹参生活”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袁致甲 厉晓伟

接受采访的时候，陈冰一再说，自

己是一名普通的刑侦民警，“干好工作

是本职，是本分”。陈冰的事迹很突出，

也很朴实，他高尚的精神品格，都融化

在了平凡的行动中。

从陈冰身上，我们看到了一名共

产党员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对生命、

生活的无比热爱。尽管因公致残，但

在人生抉择面前，他自觉地把人生追

求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坚持在

实践中升华人生理想，在奉献中实现

人生价值。正是这种坚定的理想信念

和强烈的事业心，给了他积极进取的

方向和前进的动力。

从陈冰身上，我们看到了一名 80 后

人民警察忠诚奉献、敢于担当的情怀。

面对病痛和残疾，他克服了常人难以克

服的困难，毅然重返刑侦技术岗位，遇

到大案要案都主动请缨上一线，毫不退

缩，创造了不凡业绩，用忠诚和担当诠

释了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

从陈冰身上，我们还看到了人性向

善的光芒。他坚持进社区、进学校、下乡

村，用自己对生命的热忱，燃炽出爱的

光芒，照亮和温暖他人。陈冰身上显现

的不是成功的光环，而是由坚持、付出

和真情凝结起来的人间大爱，他的行动

激荡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生命在追求中闪光
吴陆牧

① 陈冰在做痕迹检验。

② 陈冰在为小学生讲授责任与担当主题班课。

③ 近几年，陈冰用左手整理了 3000份档案。

本报记者 吴陆牧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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