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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生 命 践 行 使 命
——追记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公安干警肖俊京

本报记者 姜天骄

在人们心中，人民警察的形象都是英
姿勃勃、身手矫健，而在北京市公安局丰
台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有一名弯腰驼
背的侦查员，他叫肖俊京，尽管身患强直
性脊柱炎，却依然坚持奋战在工作岗位
上。他战功赫赫，曾成功破获多起大案要

案。在一次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中，他
突发心脏病，不幸牺牲，年仅54岁。

肖俊京生前曾在北京市公安局丰台
分局刑侦支队工作，在此期间，他破获
的一起重大案件至今令很多办案人员记
忆犹新。那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北
京市丰台区南苑机场附近有一家三口被
害。被害人的大女儿在跟嫌疑人搏斗后
身受重伤。她指认家中一个工人就是嫌
疑人。民警到达案发现场后，发现被指
认的嫌疑人身上正好有血迹，大家都以
为案子很快就能告破。可是细心的肖俊
京发现嫌疑人身上有很多迹象跟案件对
不上。当时与肖俊京一同办案的民警李
会强回忆说：“他办案从来不信自己听到
了什么，一定是要亲自看过、思考过才
能做出最后的判断。当时，他对案件提
出质疑，要求我们在现场提取更多证
据。”后来，经北京市刑侦总队的技术专
家分析，犯罪嫌疑人确实另有其人。肖
俊京马上调转侦查方向，经过20多天的
深入摸排，最终锁定了真正的嫌疑人，

并迅速将其抓捕归案。凭借丰富的侦查
经验和扎实的基本功，肖俊京带领重案
队先后破获命案、大要案百余起，立下
了赫赫战功。

在大家印象里，肖俊京浑身充满正能
量，从来不抱怨。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
是：“咱干的就是这个工作。”

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辖区新发地
市场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
承担首都 90%农产品供应，辖区流动人
口众多，警情一度高发。肖俊京任新发地
派出所所长期间，创新工作方法，共破案
106起，带领民警深入走访辖区单位和群
众，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在“大走访”工作
中化解纠纷152起。

肖俊京把自己比喻成公安队伍中的
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因长年在基
层一线摸爬滚打，肖俊京积劳成疾，患上
了强直性脊柱炎。然而，身体上的病痛并
没有消磨肖俊京对公安工作的热情，每次
有新任务，他总是积极请战。

肖俊京在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经

济犯罪侦查大队工作期间，大队成立某特
大非法经营犯罪专案组。肖俊京得知消
息，马上找到大队领导要求参加专案。他
恳求领导：“您让我上吧，我喜欢破案。”就
这样，他带队打前站，一干就是20多天。

2018 年 6 月，大队受理一起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及证据均
在黑龙江，需要出差取证查询涉案资金流
向。从制定出差计划、出行方案，到规划
路线图，肖俊京为同事们做了大量准备工
作。两个月后，警方需要派人前往哈尔滨
等五市对40多个账户进行资金查询和冻
结，肖俊京又一次主动请缨，前往一线执
行任务。

经过4个多月的前期奋战，抓捕行动
正式展开，肖俊京和战友们到达哈尔滨
后，立即展开连续奋战。此时的肖俊京身
体已经进入极度疲劳的状态，2018 年 11
月 1 日上午，他倒在了旅店的洗手池边，
再也没有醒来。那一年，他只有54岁，他
用生命践行了人民公安打击犯罪、保护人
民的庄严使命。

初夏时节，绿水青山掩映中的山东淄
博市原山林场艰苦创业教育基地一片生
机盎然。不远处的湖边，是防火指挥基
地，白墙绿瓦的古典四合院里，身着红色
防火服的队员们正在训练。

“作为全国国有林场的一面旗帜，传
承好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是我们责无旁
贷的责任。”原山林场党委书记孙建博说。

2018年1月9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业局联合授予
孙建博“林业英雄”称号。在孙建博看来，

“英雄”都是伴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涌现的。
退休不退责的杨善洲，治沙绿化兰考的焦
裕禄，创造采伐技术的马永顺……他们献
身生态事业的红色基因一脉相承。进入新
时代，林业人的使命，就是要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凿石造林

从淄博市原山岭西营林区到樵岭前
营林区，再到凤凰山营林区，30多公里的
路途中，松树、柏树、刺槐等林木交织密
布、延绵不断。孙建博介绍，60 年前，这
里的森林覆盖率不足2%。早期林场人发
扬“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的奉献
精神，在石坡上凿坑种树，从悬崖上取水
滴灌，让座座荒山绿了起来。如今这里的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94.4%，成为鲁中地区
的一道生态屏障。

让荒山绿起来是林场人的历史使命，
原山林场20多年来，始终把养山护林放在
首位。作为林场的当家人，孙建博反复叮
嘱全场职工，“再苦再难也要保住原山的
绿色。要牢记‘生态优先’‘以林为本’的
历史使命，这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
本”。

如今，在孙建博的带领下，原山林场
已实现现代化管理。每年投入到植树造
林、森林防火和生态管护中的资金达千万
元，在全省率先组建了专业防火队，建立
森林防火微波视频监控中心，在全国率先
装上雷达探火系统。在周边荒地建起长
青林公墓，将林区内散落的 2000 多座坟
头迁入公墓，基本消除了周边群众因上坟
烧纸带来的火灾隐患。

20多年来，原山没有伐过一棵树，全
场营林面积从1996年的40588亩增长到
44025.9 亩，净增 3437.9 亩；活立木蓄积

量由 80683 立方米增加到 197443 立方
米，净增 116760 立方米；林区连年零火
警。按资源总量计算，相当于再造了一个
原山。

责任担当

上世纪 80 年代，原山林场被确定为
“事改企”首批试点单位，林场彻底“断
奶”。山绿了，林场人的生活依然贫穷，只
会看树种树的原山人不得不走向市场“找
饭吃”。奶牛场、冰糕厂、印刷厂、陶瓷公
司等一批项目纷纷上马，可是到了 1996
年，大多数企业却因经营不善而面临破
产，负债超过 4000 万元，上门讨债的债
主多达 126 家，职工曾连续 13 个月领不
到工资。

临危受命。1996 年的最后一天，孙
建博被任命为淄博市原山林场场长。在
巨大的困难和压力面前，孙建博没有低
头。这个铁一般的汉子，3 岁因病致残，
右腿完全没有知觉。然而身体的残疾，并
没有阻碍孙建博对事业的追求。

面对发展中的各种实际困难和突出
矛盾，孙建博与林场党委一班人始终坚
信：千难万难，相信党依靠党就不难。原
山要想走出困境、获得发展，关键在人，全
场 180 多名党员人人都应是旗帜和标
杆。孙建博在全场职工大会上立下誓言：

“为了保护好、发展好这片生态林，为了咱

原山人过上好日子，就是死也心甘情愿！”
几个月里，孙建博拖着一条病腿走遍

了林区的山山岭岭，摸底调查林场生态资
源和企业发展状况后，提出了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依托林场办林场的发展思路，
在保护的前提下发挥森林资源优势，大力
发展旅游业。

孙建博亲自北上南下，请来旅游设计
专家、策划公司进行规划、设计。没有资
金，孙建博和林场班子成员带领职工亲自
干，搬石头、和水泥、砌石堰。就这样，依
靠自身力量，原山林场建成了山东省第一
家森林乐园，于 1999 年 6 月 1 日开业，一
时间省内外的游客纷至沓来。

不久，全国假日旅游政策出台，第一
个“十一”旅游黄金周到来。孙建博紧扣

“森林生态”这一主题，带领林场职工又相
继建成了山东省第一家鸟语林、第一家民
俗风情园、第一家山体滑草场……原山一
举成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重
点风景名胜区、全国森林文化教育基地、
全国青少年活动营地、山东省生态文化创
作基地，每年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

曾有一位旅游公司老板用年薪 100
万元的诱惑想挖走他，他本人也有过多次
到省直部门任职的机会，但都被他婉言谢
绝。“我愿变成原山上的一棵松柏，我要把
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原山。”在孙建博看
来，新时代，原山林场要做的还有很多。

2016年，原山创建5A级旅游区提升

规划通过专家评审，同年，原山国家森林
公园被授予“全国旅游系统先进集体”。

业兴民富

林业作为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主战场，必须统筹兼顾、和谐发展，
形成“生态美”与“民众富”的有机统一。

近年来，原山林场对周边地区的辐射
带动作用越来越强。先后按照组织要求
接管、代管了淄博市园艺场、市实验苗圃、
市林业培训中心和颜山宾馆等 4 家陷入
困境的事业单位，盘活资产上亿元，吸纳
再就业人员1000人。

从荒山秃岭到绿水青山，再到金山银
山，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原山开启了“二次创业”的新征途。目
前，原山林场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
10 亿元，年收入过亿元，集生态林业、餐
饮服务、生态旅游、文化产业、旅游地产等
五大板块于一体的企业集团。

为进一步推广原山精神，让更多党
员干部接受教育，2016 年 7 月 1 日，由
山东省委组织部、淄博市委市政府重点
打造的全省第三处党员干部综合教育基
地——山东原山艰苦创业教育基地，在
美丽的如月湖畔落成，每年接待来自全
国党员干部近10万人次。近日该基地还
被中央国家机关党校纳入首批党性教育
基地。

“林业英雄”孙建博：

愿 做 原 山 一 棵 松
本报记者 管 斌 通讯员 曹 钢

今年 59 岁的王国军，是国家电网河
北石家庄市赞皇县供电公司嶂石岩供电
所的一名普通员工，自 1978 年参加工作
至今，一直负责太行山主脉中段嶂石岩地
区10千伏及以下的供电线路巡视工作。

在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时，老王还有一
个特殊的“任务”，就是在山上巡防山火，
这个编外“护林员”的工作，他一干就是
40多年。

“发生山火如果扑救不及时，不仅危
害供电线路的安全运行，还会对森林植被
和山区百姓的安全造成严重危害，那可真
是‘枝繁叶茂一百年，化为灰烬一瞬间’。”

经历过扑救大小山火26次的王国军深有
感触。

每天清晨，王国军总是第一个到供电
所，戴上安全帽，换上绝缘鞋，背上工具
包，开始了对嶂石岩供电区域 10 千伏王
家坪线路防山火特巡。

“去冬今春，嶂石岩乡缺少有效降水，
山坡上到处杂草丛生，还有树木遍布山
间，一旦遭遇明火后果不堪设想。”今年入
春以来，王国军根据天气形势，将线路巡
视频率由每月两次改为每天一次，严防山
区火灾，保障线路运行安全。

嶂石岩山岗上刮起呼啸大风，在 10

千伏王家坪线路走廊附近，王国军习惯性
地弯下腰拔了一棵杂草，放在手里搓了一
下，看到杂草被轻轻地揉碎后，他不禁皱
起眉头。“看来，增加巡视频率的决定是对
的。”王国军默念道。

“嶂石岩地区风干物燥，极易引发山
火，需要特别留意。”随后，他编写了这条
微信发送到嶂石岩供电所工作群里，提醒
大家在线路巡视时多加注意。

“在日常巡视时，发现大的火情第一
时间报火警，发现小的火情就组织附近村
民一起扑救。我们灭火一般采用‘拍打
法’和‘土埋法’，用工具拍打灭明火，然后

用土埋法灭暗火，这种方法简单实用。”王
国军一边说着一边从工具袋里拿出自制

“专业灭火工具”。只见一根木棍上绑了
几个皮条，像家里的“墩布”一样。“别看这
工具简陋，扑起火来很实用，特别是杂草
起火后，这个工具特别管用。”王国军自豪
地说。

绝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安全隐患。每
年清明节和冬季防火季节，王国军都会随
身带着防火手册和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看
到山上开荒、清明祭扫的村民，他就拿出
防火宣传册，耐心介绍防火事项，提醒不
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要在祭祀活动时
点烛、燃香、烧纸，更不要在山上烧荒……
久而久之，嶂石岩附近的村民见到王国
军，都亲切地称他“电力护林员”老王。

工作 40 多年，王国军用一名共产党
员的担当守护着这片山林，他负责巡视的
供电线路没有发生过一起因山火引发的
故障。

四十年巡防太行山
本报记者 李予阳

影视编剧这一职业，众所
周知，可提起编审，知者寥寥。

“编剧写剧本，编审‘医治’剧
本。一字之差，两条道路，两种
故事。”她的诠释，让记者豁然
开朗。

她叫张晓佼，是一位编审，
现任慈文传媒创意开发中心执
行总监。她的日常工作，是给
影视剧本下“诊断书”，提出可
行修改方案。这些年来，张晓
佼行走在编审路上，演绎着独
特的精彩故事。

“ 我 本 科 专 业 是 录 音 ，
2008年毕业后，先做了两年活
动策划，后应聘到重庆卫视，成
为一名栏目编剧。这一干，就
是 3 年。”在栏目组，张晓佼从
零起步，在海量的选题中筛选
出上千个题目，最终确定一二，
形成基本故事后，寻找故事原
型再做采访，然后形成剧本。

“一个个通宵熬过来，在实践中
学习，讨论中提高，项目做完，
经验也就有了一些。”张晓佼
说。

张晓佼认为，那段时间，收
获挺多。“主要有 3 点：一是我
对故事片剧本、拍摄和制作有
了基础性认知；第二是工作的
高强度锤炼了体力和耐力；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培养了
我精益求精的意识，并付之于行。”

然而在张晓佼看来，长期高密度和高强度做一件事，
会让人失去兴趣。她对于写作开始心生抗拒。又坚持了
一段时间，张晓佼下决心换个环境，换种“玩法”，她于
2012年跳槽到慈文传媒集团，转型影视编审。

张晓佼参与编审的首部播出作品，是电视剧《花千
骨》。当初看到剧本，她和同事发现，这部戏很有特点：

“人物有吸引力；讲了一个好故事；里面涉及的情感模式，
当时还算‘独一份儿’”。不过，最初的剧本涉及特效量偏
大，拍摄及后期制作较难实现。“如何解决？需要编剧在
保留戏剧功能前提下，替换成可实现的情节。”

后来，《花千骨》的成功，印证了张晓佼的眼光。从
此，她也对“编审”二字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张晓佼每年要审核几百部剧本，有满足，也有遗憾。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内容、相同桥
段，每个人的判断标准都不同。”张晓佼坦言，一部剧本要
同时兼顾导演、演员、制片人等各因素，要让各方都觉得
是好内容，这很不易。

如今，张晓佼和团队开始尝试“两条腿走路”，除了继
续评估优化剧本，还准备自主培育“IP”，转型原创影视编
剧。“比较纠结的，就是时间精力分配问题。”她和团队一
方面要‘治疗’剧本，另一方面要创作剧本，这对单兵作战
能力和时间统筹规划，提出了更高要求。

“现在，工作压力更大了，但我喜欢接受挑战，所以心
甘情愿。”张晓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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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山林场党

委 书 记 孙 建 博

（左二）在检查林

场防火情况。

（资料图片）

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公安干警肖

俊京。 （资料图片）

江西省宜丰县天宝乡古村现年 46 岁的村民刘二
生，从16岁开始学习传统根雕技艺，至今已有30年。

天宝根雕有着上百年的历史，天宝乡根雕艺人最
多时达 100多人。上世纪 90年代起，受现代先进工艺
的冲击，天宝许多根雕艺人纷纷“转岗”。不愿看到传
统根雕技艺失传的刘二生，经外出多方拜师学艺后，
于2010年创办一家传世木雕工艺厂，招收当地10多名
有一定雕刻基础的年轻人进行根雕创作及销售经营，
他们制作的根雕作品受到游客的欢迎。

传承古村根艺
邹黎斌 李姝祺摄影报道

刘二生在进行根雕创作。他精心选材、构思制作而

成的根雕作品，具有造型别致、寓意深刻、品位高雅的

特点。

刘二生（左一）向游客介绍根艺作品。在刘二生的

带动下，这一传统工艺又焕发出新的活力，全乡从事根

雕创作的艺人已达3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