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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马仔、当学生、乔装出租车司机
……人们把缉毒警察比喻为“刀尖上的
舞者”。1981 年出生的云南省德宏州边
境管理支队民警冯彬在缉毒岗位上一干
就是十几年，
战功赫赫，直接参与或指导
破获毒品案件 140 余起，摧毁境外毒品
加工厂 4 个，打掉贩毒团伙 27 个，累计
缴获毒品 2.5 吨。
2004 年 1 月份，从警校计算机网络
专业毕业的冯彬被分配到基层边防大
队。第一天上班，他修了一整天监控设
施。第二天，他向领导提出要做侦查工
作。
“禁毒工作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
具挑战的事业之一。它将注定我的人生
会很精彩。”冯彬笑着说。

上图 冯彬（右二）在为战友分析涉案人员关系图。
（资料图片）

制胜法宝
德宏边境一线田畴犬牙交错，鸡犬
相闻，无天然屏障，成为毒贩从境外向
内地贩运毒品的“黄金通道”
。“毒贩贩
运手段千变万化，且‘毒源’在境外，
这给打击毒品犯罪带来了很大困难。”
冯彬说：“这些年来我们始终坚持‘除
源头、断通道、减危害、抓毒枭、摧网
络、打团伙’的工作思路，把工作触角
延伸到境外，通过开展禁毒执法合作，
从源头上杜绝毒品内流。”
2015 年 3 月份，
冯彬在调研中获悉，
在缅甸某山区有一毒品加工厂，
长期向我
境内输送大量毒品。此后，
他先后 6 次深
入边境一线，
获取了毒品加工厂的具体位
置、住户信息、社会关系以及武器配备等
情况，最终成功打掉了这个境外毒品加
工、
囤积、
分销窝点，
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
缴获毒品冰毒净重873.37公斤，
创德宏边
防支队建队以来个案缴毒之最。
“情报导侦是最重要的破敌之策，
信
息作战是制胜法宝。”冯彬说，
“在缉毒斗
争中，有了信息，就有了无数明亮的‘天
眼’，确保精确打击。”在长期的缉毒斗争
中，他练就了强大敏锐的心智，往往能从
微妙信息中探知隐藏的秘密。
2016 年 7 月 19 日，一个神秘手机号
码引起了冯彬的注意，他立即依托人口
信息、机动车卡口公安信息系统等
“大数
据”手段开展网上作战，锁定了目标人员
及嫌疑车辆，绘制涉案人员关系图。随
即，一线单位根据这些准确详实的情报
信息，打掉了境外非法武装团伙 1 个，抓
获犯罪嫌疑人 11 人，缴获仿 81-1 步枪 4

支、7.62 毫米步枪子弹 324 发。
“既然选择了缉毒工作，
绝不能有任
何闪失。”冯彬说：
“当深入虎穴时，面对
的往往是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和瞬息万
变的复杂情况，
一旦信息有误，
不仅会功
亏一篑，还会给大家的生命安全造成严
重威胁。”这个担子很沉重，但他勇敢地
挑了起来，在与毒贩的较量中赤胆前行。

一手绝活
“谦虚好学，从不满足，不仅资历深
厚，业务更是顶呱呱。”身边的战友这样
评价冯彬。
2018 年初，冯彬通过大数据研判出
有人将运输一批制毒物品至瑞丽边境。
他迅速向上级领导报告，并指导专案组
立案开展工作，开展循线追踪、链条打
击。在滇粤两省多地多警种协同行动
下，历时两个多月，
成功侦破一起公安部
督办毒品目标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22
名 ，查 获 制 毒 物 品 丙 酮 和 盐 酸 22.667
吨，一举打掉了一个跨滇粤两省多地的
走私易制毒化学品团伙，涉案人数创近
年来云南省同类案件之最。
“为争第一，我们每一起案件都要去
第一线，掌握贩毒线索和动向，
寻找应对
方法。”冯彬说，
“衣着、装扮、模样、言谈、

举止、
神色”
，
从这 6 个方面分析辨别毒贩
是他的绝活，
同事们称作
“冯氏识人法”
。
在一次边境巡查中，冯彬和战友们
看见两名山民，其中一人抱着一只鸡。
战友上前盘问，抱鸡的人说要到对面山
寨串亲戚。大家觉得没什么可疑，正要
放行，冯彬却走上前去要求两人接受检
查。果然从两人身上搜出了精制海洛因
65 克。事后他解释说：
“ 当地人串亲戚
都习惯把鸡放在笼子里，这样才不会把
衣服弄脏。”
“毒贩手段变得高明，警察也要精
明。电视剧里有时候演得很逼真，好人
一定要比坏人更有智谋，这样才能抓住
坏人。”冯彬说。
工作中，他尤其注重毒品查缉战技
法的总结推广，创新推出“一站多点、控
制主干道与打击绕关避卡相结合”
“点线
面布控与所站队联动相结合”等战术战
法，为一线部队开展毒品查缉提供了有
效参考。

不忘初心
一次，德宏州边境管理支队抓获了
一名毒贩，
其亲友多方托人，
想为毒贩办
理保外就医。冯彬经过审查，认为这名
毒贩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依法不予办

张耀：当村官就要做到最美
本报记者 王 伟 通讯员 乔连军

张耀（左三）在葡萄园向种植户传授葡萄冬剪技术。
他放弃城里的刑警不干，辞职到农
村当村官；
他卖掉房子和汽车，把资金投
到农村建果园；
他东奔西跑不辞辛苦，
跑
资金跑项目解决群众出行难；他求教专
家学技术，带领村民养羊致富，帮助贫困
户就业脱贫……村民们都夸他是为民办
实事、带领群众致富的好村官。
被群众称为好村官的就是荣获 2014
年度
“河南最美村官”
、
河南省杰出大学生
村干部
“创业之星”等荣誉称号的河南商
水县邓城镇牛堂村驻村干部张耀。

“当村官就要为群众办实事”
今年 33 岁的张耀家住周口市川汇
区，从长沙警校毕业后来到周口市公安
局当了一名刑警。为了方便他工作，父
母给他买了房子和汽车。可是，参加工
作后张耀慢慢发现自己的梦想是到农村
去，当一名村官，
带领群众致富。
2009 年秋，周口市公开选聘大学生

一条船、一个网兜、两个箩筐，
记载着贵州铜仁市碧江区环卫局河
面打捞环卫工人芦忠华夫妇 12 年
巡逻打捞的足迹。
锦江，是铜仁市的母亲河，为
了一江碧水，芦忠华夫妇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丈夫蹲在船尾掌
舵，妻子站在船头边瞭望边打捞河
面上的垃圾，在执着坚定中创造不
平凡的业绩。
“每天摇着小舟漂泊在碧水蓝
天间，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芦
忠华给记者讲述着他们夫妇俩的锦
江情。
“每天早上 6 点上船，直到晚上
7 点后才下船回家，有时候遇到值
班或者突发情况要一直干到凌晨。”
妻子胡孟君看到丈夫芦忠华这么辛
苦，2012 年毅然决定跟他一起干，
于是她成了打捞队唯一的女性。
胡孟君说：
“ 跟芦忠华结婚后，
天天跟着他下水，不仅练就了好水
性，而且还具备了可以和他一起在
船上工作的条件，同时上船一起工
作也解决了他之前在船上饥一顿饱
一顿的问题。”
芦忠华夫妇每天和队友们负责
长约 12 公里、面积约 350 万平方米
锦江流域的垃圾打捞工作，
对落叶、
被丢弃的垃圾、突然漂浮的“水锅
巴”实施打捞和处理。
有人讥讽芦忠华：
“一个月那点
收入，
还拉着老婆一起干，
值得吗？”
芦忠华总是朴实地笑笑，回答永远
是那句：
“ 我们虽然辛苦，但换来这
一江碧水多辛苦都是值得的。”
凭借水况熟、水性好、经验足，
芦忠华被推选为队长。芦忠华清晰
地记得，他的队员中，有仅干了 1 个小时就丢下工具下船走人
不干的，有干半天走的，有的坚持了 1 个月还是觉得吃不消走
了。前后走的人多达 30 人，
能坚持下来的都是老将。
为了便于工作和管理船只，2014 年芦忠华夫妇索性把家
搬进了宽不足 1.5 米的小船上，吃住都在船上。直到 2018 年
5 月份，区环卫局安排专人管理船只，他们才搬回家中住。芦
忠华说：
“住在船上 3 年多，
我们全年有 300 天都在江面上。”
2006 年至今，芦忠华用坏的清理船就有 2 条。以前的清
理船没有机械动力，全靠人划，一个来回要 3 个多小时，芦忠
华时常清晨 5 点出门，直到晚上 12 点才收工。最多时他每天
能打捞 10 多吨垃圾上岸。
“偶尔我们也会从河里救起不慎落水的人。”芦忠华说，
他
们工作之外干得最多的是救人，
每每看到被救的人平平安安，
就觉得很开心，
毕竟救了一条人命。
回忆起这些年来救人的事情，芦忠华感慨良多。记忆最
深的是 2009 年冬天，芦忠华看见江面上漂来一个黑色塑料
袋，赶紧开船去打捞，刚靠近就听到婴儿的哭声，他赶快把袋
子捞起来，打开一看是一名男婴。芦忠华赶紧脱下外衣把孩
子裹好抱起，拨打 110，将孩子送到桐梓巷派出所。芦忠华
说：
“打捞垃圾本就是我的工作职责，
但救人，
感觉责任重大。”
一次在下南门刚刚收船上岸，
突然发现一名 5 岁左右的小
男孩落水，
芦忠华来不及多想，
纵身一跃跳进桥下水中，
将孩子
救起。孩子看上去已没有生命体征，
凭着经验，
芦忠华将孩子
倒立，
用手不停地揉孩子的肚子，
半个小时后，
孩子的喉咙淌出
一股水，
随后孩子大哭起来，
孩子得救了。
在江上打捞这么多年，芦忠华亲自救起的小到襁褓婴儿
大到中年妇女近 30 人。回忆起救人的一幕幕，芦忠华内心分
外沉重，他希望今后捞起的垃圾再少一点，落水的人再少一
点，
那样锦江就更加洁净，
更美了。
芦忠华出生在锦江岸边的桐梓巷村，从小就在锦江边上
长大，
对家门前这条锦江河有很深的感情。
1998 年从铜仁皮革厂下岗后，养猪、开船、卖肉、捕鱼
……芦忠华都干过。2006 年，他发现市民向锦江倾倒垃圾的
现象越来越严重，
河面上漂浮的垃圾越来越多，
于是他选择划
船打捞垃圾，
一心只想还锦江一河碧水。
“算起来这 12 年捞起的垃圾都可以填满半条锦江了”，芦
忠华有些夸张地说，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工作的辛劳
程度。据碧江区环卫局局长向宇估算，目前环卫队共有 25
人，15 艘保洁船，每天从锦江河打捞上岸的各种垃圾至少有
3.2 吨，
一年下来就是上千吨。
如今，
锦江越来越干净，
钓鱼的老人、散步的市民、游览的
游客也越来越多。

乔连军摄

村官。张耀得知后马上与父母商量，辞
职去应聘大学生村官。面对父母的坚决
反对，张耀是“软磨硬泡，软硬兼施”，不
得已父母同意了他的选择。最终张耀被
商水县委选派到邓城镇后史村担任村主
任助理。
“当村官就要为群众办实事。”张耀
在民情日记本的第一页上写着这句自勉
的话。张耀所工作的后史村有 5 个自然
村，2500 多口人。由于几个自然村都还
是土路，路面凸凹不平，村民走路难、行
车难，尤其是遇到阴雨天气，
给群众的生
产生活和孩子们上学更是带来了诸多不
便 ，群 众 迫 切 期 望 村 里 解决行路难 问
题。为了争取修路资金，张耀多次骑着
摩托车到县城找有关部门争取，
经过 2 个
月的努力，张耀终于申请到 130 万元帮
扶资金，
为后史村修筑了 4 公里长的水泥
路，
安装了 65 盏平安灯，
把 5 个自然村连
接在一起。从此，村民告别了行路难的
历史。
“张耀真是个好村官！这么多年俺

村的路没修过，想不到他来俺村工作没
几个月就把 5 个村都修成了水泥路。”后
史村的老党员申建国竖着大拇指说。
后史村的秸秆禁烧一直是老大难问
题，多任驻村干部都没能解决。村民们
说，
秸秆无处堆放，
留在田里又耽误种庄
稼，有处理办法谁还去焚烧？张耀经过
多方考察，
决定办个养羊场，
既解决村民
的秸秆问题，又能养羊致富。他的想法
得到了村干部和村民们的赞同。于是，
张耀很快自筹资金 20 万元在村里建了
一个养羊场，共饲养了 400 多只槐山羊
和波尔山羊，并安排村里 2 名有养羊经
验和技能的村民在养羊场管理饲养。通
过自繁自养，
羊群数量越来越多。
随后，张耀成立了商水县星火牧业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把母羊赊销给
村民和困难户，
实行统一技术培训、统一
防疫和统一销售，
村民养羊赚了钱，
他再
把 赊 销 母 羊 的 钱 收 回 来，实现 持续 发
展。根据这一模式，后史村、杨湾村、潘
堂村 120 户村民跟着张耀养起了羊。
周 庄 村 52 岁 的 贫 困 户 周 春 华 ，
2013 年张耀赊销给他 4 只杂交母羊，根
据张耀提供的科学饲养方法，他养的羊
群数量发展很快，2015 年他养羊纯收
入 3 万多元，2017 年养羊纯收入达 4 万
多元，实现脱贫致富。随着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发展壮大，后史村的秸秆也紧
俏起来，村里再也没有村民燃烧秸秆的
现象了。

“当村官就要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当村官就要当群众致富领头雁，
带
领群众共同致富。否则，这个村官就白
当了。”2012 年，张耀被安排到许村担任
驻村第一书记。许村人多地少，是国家
级贫困村。在摸清许村的实际情况后，

理。毒贩的亲友当场将 5 万元人民币放
在冯彬面前，
遭到冯彬的严词拒绝。
毒贩亲友看金钱没起作用，马上扬
言要打残他的一条腿，但冯彬丝毫不
惧怕，并最终把这名毒贩送上审判
台。冯彬时常告诫身边战友，即使我
们做了再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只要
有一次违法违纪，就会毁掉缉毒警察
的良好形象。
多年来，
冯彬始终秉承
“责任、担当、
奉献”的信念，
英勇无畏地战斗在禁毒战
线的最前沿，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践行
着他的入警初心，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
默默奉献着青春和热血，夜以继日地守
卫着边境的和谐与安宁。
“我们干这行，
整天与各种灰色人群
打交道，
面对形形色色的威逼利诱，
只有
一身正气才能对得起这身警服。”今年 1
月 1 日，公安边防部队改革划转国家移
民管理局后，脱下军装换上人民警察制
服的冯彬说：
“ 改革不改志，换装不换
心。我永远是一名战士，更是一名时刻
奋战在禁毒一线的缉毒警察！”
近年来，冯彬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
1 次、二等功 3 次、三等功 3 次，被公安部
边防局评为“十九大边防安保优秀共产
党员”
。2018 年 7 月份，
他荣膺云南省公
安边防总队
“云岭边防卫士”
称号。

张耀决定自己出钱投资创建葡萄园，让
村里的贫困户和留守妇女到葡萄园打
工，
增加收入。
然而，创建一个百亩葡萄园谈何容
易，需要投入资金 200 万元。为筹措这
笔巨额资金，张耀把父母给他买的车和
房都卖了，可是还缺资金 100 万元。张
耀再向县、镇有关部门和领导求助，
在上
级政府的帮助下终于筹够资金，并以每
亩每年 1200 元价格流转 110 亩耕地，首
批创建了 40 个日光温室，
栽植红、
黄、
绿、
青、紫 5 种颜色和玫瑰味、茉莉味、草莓
味、
菠萝味、
樱桃味、
荔枝味 6 种果味的葡
萄。
同时，
安排许村 50 名贫困户家庭人员
在 葡 萄 园 打 工 ，人 月 均 工 资 1500 元 。
2015 年，日光温室发展到 68 个，葡萄园
年收入 70 多万元。
如今，张耀创办的商水县天力葡萄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社员 90 多
户，并为 30 户贫困户免费提供葡萄苗
8000 多棵，
种植葡萄 2000 多亩。
“张耀是俺们的好书记，
他经常到俺
家来看望，
葡萄熟了他给俺送葡萄吃，
家
里有啥困难，
只要他知道一定帮俺解决。
连续 4 年春节，他都给俺送来面粉、食用
油、大米和春联，每年还给俺 200 元慰问
金。俺无亲无故，
他对俺跟对自己的亲人
一样亲。”已经 80 岁高龄的许村贫困户
张月老人提起张耀有说不完的话。
自 2014 年起，张耀每年春节都自掏
腰包 2 万元，购买面粉、大米、食用油、春
联等走访慰问 100 户贫困户，给困难户
发放慰问金。许村贫困户付花，丈夫白
血病，
儿子又病逝，
家里十分困难。张耀
安排付花到葡萄园打工，每月 3000 元
工 资 ，每 年 春 节 还 发 1000 元 慰 问 金 。
高中二年级的莉莉是张湾村特困户独生
女，她 10 岁时母亲去世，4 年前父亲又
偏瘫，家庭非常困难。从 2014 年开始，
张耀每年资助莉莉 3600 元生活费，并承
诺要一直资助到她大学毕业。
如今，张耀的百亩生态葡萄园已成
为邓城镇大学生村官创业富民示范园、
扶贫示范园。张耀也因创业、带领贫困
户脱贫致富多次受到省、市、县有关部门
表彰，荣获 20 多项荣誉称号。
“我就是想
扎根农村，
在这里一直干下去，
把自己的
产业做大做强，带领和帮助更多群众脱
贫致富。”张耀说。

记贵州铜仁市碧江区环卫局河面打捞环卫工人芦忠华夫妇
——

“刀尖上的舞者”

锦 江 碧 水 寄 深 情

“云岭边防卫士”冯彬——

芦忠华夫妇在锦江上打捞垃圾。

（资料图片）

芦忠华夫妇生活在船上的家。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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