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丛林茂盛、四下静谧，一场解救
人质的战斗突然打响。特战小队迅速
出动，采取悬崖滑降、隐蔽合围、潜
伏狙击、武力突击等手段，一举制服
歹徒，成功解救“人质”。指挥这场
战斗演练的，是武警黑龙江省总队某
支队特战大队大队长李玉峰。他曾荣
立1次一等功、5次三等功，被表彰
为“全军优秀共产党员”、第 18 届

“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2017 年
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今年建军节前
夕荣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荣誉加身，但这名特战尖兵思考最多
的却是——“为了明天的战斗，我们
准备好了吗？”

“怕死还当什么兵？”

李玉峰所在的支队，素有“龙江利
剑”的美誉。李玉峰则是这把利剑上
的刀尖。2006 年 12 月，支队接到上
级指令，配合抓捕“陆氏四兄弟”黑社
会团伙中的头号嫌犯。这是李玉峰第
一次经历实战。

犯罪分子手中持有杀伤性武器，
如果负隅顽抗会给抓捕行动带来不小
的困难，使用爆震弹或是催泪弹又很
容易伤及群众。综合形势判断，必须
有队员伪装潜伏至犯罪分子房间摸清
室内动向，再伺机行事。

“危险太大了！”一旁的官兵纷纷
讨论，队员一旦行迹暴露，很可能会成
为犯罪分子的“头号目标”。“我来！”就
在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队伍里传来
一声清脆的声音，是李玉峰。

第二天清晨，李玉峰和一名队友
化装后抵近犯罪分子所在的房间。几
番敲门对话，狡猾的犯罪分子已有警
觉，李玉峰当机立断，在队友一脚破开
门后，迅速突入房间，将手持凶器的抓
捕对象制服在地。

真正的战斗就在几秒钟，这短短
几秒体现的却是他舍生忘死、敢于亮
剑的战斗精神。李玉峰常说：“当兵就
要上战场，怕死还当什么兵？”

更大的挑战来自于他刚刚担任特
勤中队副中队长那一年。当年 8 月，
支队接到上级抽调全要素特战排赴西
部驻训的命令，李玉峰主动请缨参
加。在驻训地，他经历了从军以来最
惊心动魄的一次战斗。

一天，李玉峰正带领战士们巡逻，
忽然接到警情：驻地发生暴力事件！
他立即命令巡逻车掉头，仅用40秒即
赶到现场。

此时，街道已浓烟四起，爆炸声此
起彼伏，大批群众奔逃躲避。热浪扑
面，飞溅的玻璃碎片像冰雹一样噼噼
啪啪地打在他们的盾牌上，火焰瞬间
蹿起……

为了占据有利位置，李玉峰带领

队员们向右侧迂回。突然，一名原本
倒地的暴徒瞬间跃起，拿着燃烧瓶要
引爆身边的液化气罐。千钧一发之
际，李玉峰迅速反应，据枪、瞄准、击
发，随着“砰”的一声枪响，暴徒瞬时
毙命。

群众安危，使命所系。2013 年 8
月，黑龙江发生百年不遇特大洪灾，李
玉峰第一个跳进洪水，打木桩堵管
涌。在冰冷湍急的河水中一干就是几
个小时，洪水拍打着他，手脚被划破，
皮肤被泡皱，他依旧咬着牙坚持着。

入伍17年来，李玉峰先后参与完
成执勤安保、反恐维稳、武装抓捕、抢
险救灾等重大任务近60次。

“天赋，不过是每一
次拼尽全力”

2002年12月，入伍不到一星期，
李玉峰就在训练中拉伤了韧带。“练不
了新课目，体能不能落下。”李玉峰心
里想着。那段时间，别人训练队列时
他在旁边看，牢记动作要领；别人训练
体能时每跑一圈，他就做 20 个俯卧
撑，锻炼上肢力量。

在队里，李玉峰的身体条件属于
一般：柔韧性不好，协调性也不强，怎
么看都不是个当兵的“好苗子”。在练
习前倒时，他总是上下身脱节，动作僵
硬，极不协调。

“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李玉
峰不信这个邪。倒功训练，他在雪地
里一次次跃起，一次次摔向地面，手臂
把冰冷的地面砸出了两道雪坑。器械

训练，手掌几次磨掉皮，手心磨出血
泡，但他却不肯停下来，缠上几层纱布
继续练。

渐渐地，通过不断利用休息时间
给自己“开小灶”，他的动作越来越有
模有样。凭着这股坚韧的意志，李玉
峰实现了“当兵就要进特战”的梦想。

进入特勤中队后，为了能成为优
秀的狙击手，李玉峰坚持每天据枪 5
个小时，晚上在微光下练穿针眼、分挑
五色豆、针穿大米。在据枪训练中，为
了避免影响射击感觉，他坚持不戴护
肘，肘部反复磨破，结出了两块死皮，
像手茧一样硬。“所谓的天赋，不过是
每一次拼尽全力得来的。”从战士到军
官，这股信念一直伴随着李玉峰的
成长。

“战场上没有做检讨
的机会”

为提高特战队员全天候作战能
力，李玉峰刻意选择风雪雨雷天练意
志，组织队员到山林地、模拟闹市区练
潜伏，到荒郊野岭甚至是坟地练心理
素质，在枪管上摆上弹壳练稳定，随机
设置靶位距离练应变，不断锤炼部队
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在西部驻训的日子里，李玉峰让
战士们反复练习快速更换弹匣，很多
队员刚开始时并不理解。直到一次处
置任务中，队员刘庆涛的子弹打光了，
一名歹徒正举着砍刀向他扑来。关键
时刻，刘庆涛转身向后迂回，同时快速
更换弹匣，子弹上膛。回身的瞬间，刘

庆涛迅速扣动扳机，歹徒应声倒地，手
里的砍刀正好砸落在他脚下。

“当时如果再晚 1 秒，后果不堪
设想。”刘庆涛说，“队长是对的，快
速更换弹匣赢得的不仅是时间，更
是生命！”

一次反劫持演练中，突击小组组
长武艳强在强攻“暴徒”可能藏匿房间
时，把以往经常设置埋伏的角落仔细
搜查后，便用手势引导其他队员交替
前进。这时，导调员李玉峰突然宣布：

“武艳强阵亡，反劫持行动失败。”
武艳强对这一结果不服气，找到

李玉峰“讨个说法”。李玉峰指了指
门上方，突击队员们这才发现，门上
方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悬挂了一颗“模
拟炸弹”。

“战场没有做检讨的机会。实战
中，如果对敌情侦察不清就贸然行动，
后果不堪设想！”复盘会上，李玉峰的
一番话让武艳强很受触动。

此后，他主动向李玉峰请教恐怖
袭击的案例分析，带领组员们一起研
究反恐行动中核心区武力突击面临的
各种情况，并逐一细化应对方案。在
后来总队组织的一次反恐演练中，面
对导演组设置的 6 处复杂爆炸装置，
武艳强将险情一一排除，带领突击队
员一举击毙 3 名“恐怖分子”，成功解
救人质。

严师出高徒。在李玉峰的严格要
求下，特战大队先后有 37 人立功受
奖，50多名特战骨干在各类比武中摘
金夺银，涌现出“武警部队十大标兵士
官”徐闯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向战而行的特战尖兵
——记武警黑龙江省总队某支队特战大队大队长李玉峰

2019 年 6 月 3 日凌晨 1 时许，宁
夏日报报业集团党报编辑室副主任吴
宏林在值班编发《宁夏日报》稿件时突
发主动脉夹层A型爆裂，被紧急送往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救治，终因抢救
无效去世，年仅49岁。

吴宏林是近年来宁夏首位因公殉
职的记者，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近日追授吴宏林全区宣传思想文化
战线强“三性”增“四力”标兵称号，要
求全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组织学习吴
宏林的先进事迹。

吴宏林在宁夏日报主要负责宁夏
葡萄酒产业新闻报道。他话不多，但
新闻敏感性强，抓选题能力强，是一位
有追求、有作为的记者。

宁夏贺兰山东麓是近年来国内崛
起的明星葡萄酒产区，成长过程中既
充满各种喜悦，也有各种烦恼。作为
负责宁夏葡萄酒产业新闻报道长达
10余年的记者，吴宏林犀利地洞察到
这些，并及时报道出来，促进了宁夏葡
萄酒产业的健康发展。

2011年，宁夏贺兰晴雪酒庄加贝
兰葡萄酒夺得英国《品醇客》杂志的

“世界葡萄酒大赛”最高奖。消息传到
宁夏，宁夏人既兴奋，又不敢相信。因
为欧美及澳洲是世界葡萄酒强国，有
着深厚的葡萄酒文化和丰富的酿酒经
验，而宁夏贺兰山葡萄酒产区仅有30
多年的历史。

鉴于此，吴宏林采写了《贺兰山东
麓葡萄酒价引发“国际热议”》，援引

《华尔街日报》的《“加贝兰 2009”值
900 元一瓶？》文章，描述外国人和宁
夏人同样兴奋和怀疑的心态。不久，
吴宏林又采写了消息《宁夏加贝兰葡
萄酒入选中国年度品牌》，援引正式发
布 的《中 国 葡 萄 酒 市 场 白 皮 书

（2011－2012年度）》内容，肯定了加
贝兰是中国的世界级葡萄酒，为中国
葡萄酒争得了荣誉。

近年来，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
进步很快，在国内外屡获大奖，前来宁
夏投资建厂的企业不少。在高速扩张
中，逐步显现产能增加与品牌建设不
同步的状况，一些酒庄葡萄酒销售困
难，形势不容乐观。为此，发现出问题
的吴宏林及时采写了《宁夏葡萄酒销
售形势良好》一文，详细分析宁夏如何
化解葡萄酒产能过剩和去库存。“既报
道成绩，也不避讳问题”，显示了吴宏
林报道的专业性。

“宁夏葡萄酒产业能够发展到今
天，有吴宏林的一份付出。”宁夏农业
农村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曹凯龙
说。据统计，10 年间，吴宏林采写了
宁夏葡萄酒产业与葡萄酒产业相关的
报道数百篇，是宁夏媒体圈少见的专
业记者。

脚深方能文不浅。吴宏林的微信
名叫“文行天下”。作为记者，吴宏林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都很强，能够取得突
出的成绩，这既是他坚持新闻理想的结
果，也与他扎实的新闻经历密不可分。

1991 年吴宏林大学毕业后被分
配到石嘴山矿务局工作。1996年，吴
宏林成为矿务局电视台记者，并很快
成长为电视台能写、能拍、能编的全能
型人才。

1999年，吴宏林以优异成绩考入
石嘴山日报社。当年石嘴山日报社负
责统计记者日常考核的张芳霞记忆犹
新，“2000年7月末至8月初的那段时
间，《石嘴山日报》出版的10期报纸头
版头条中，有7篇是吴宏林采写的，均为
深入一线采写的经济、民生类稿件。”

2003年9月，吴宏林调入华兴时
报社，驻站石嘴山市。在华兴时报期
间，吴宏林主动向不良现象亮剑，采写
了《棕熊伤人是一起责任事故，饲养员
被拘留》《惠农百余辆出租车围堵试运
营公交车》《石市一市民揭开篡改土地
档案内幕》等稿件，产生很大影响。
2010年底，宁夏日报报业集团部门整
合，吴宏林进入宁夏日报经济新闻部。

记者是社会正气的弘扬者，也是
社会正义的担当者。在新闻业务之
外，吴宏林还是一名热心公益事业的

“活雷锋”。
2008年，吴宏林和几位公益事业

热心人士来到吴忠市盐池县高沙窝镇
慰问困难学生。回来后，吴宏林积极

联系热心人士为高沙窝中心小学的孩
子们寻求资助。从那时起，吴宏林时
常参加公益活动，既是普通志愿者，又
是新闻报道者。2013年，宁夏疗养院
的发展遇到瓶颈，吴宏林几次牵线搭
桥，为该院联系捐助，将羊绒衫、防寒
服等救助物资送到患者手中。

“从他身上，我感受到了一名新
闻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公益热心
人士丁高强评价说。10 余年来，经
常去福利院、敬老院看望慰问采访，
还组织策划参与了“以行动成就爱
心，让慈善走进生活”等活动，并采写
了《宁夏一重病农民得到万元资助写
信感恩社会——“我愿把自己的器官
捐给需要的人”》等一系列报道。因
为吴宏林的宣传报道，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使更多的
困难者得到帮助。2014 年，在民政
部和中华慈善总会举办的第二届中
华慈善突出贡献奖评选活动中，吴宏
林获得突出贡献奖。

有为才有位。2017年底，爱岗敬
业的吴宏林被调整到宁夏日报夜班当
编辑，不久后就主编要闻版。今年 4
月，他因工作出色被任命为编辑室副
主任。据统计，从业 28 年来，吴宏林
累计发表5000 余篇近200万字新闻
作品，先后数十次获得各类各级奖项，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闻工作者应有的
价值追求和使命担当。

吴宏林：“文行天下”当有为
本报记者 拓兆兵

在重庆合川区，苍翠绵延的华蓥山麓下，
有个名叫“瓦店”的小村庄。村子里有一位名
叫李菊洪的女村医，她双腿截肢，靠着支撑身
体的小板凳“走”遍了山里的沟沟坎坎，“走”
遍了全村和附近村庄的700多户人家，十几
年如一日，她用真心和友爱守护着山村百姓
的健康。

李菊洪4岁那年，一场车祸夺走了她的双
腿。从那以后，两只小板凳成了她的“腿”。
2001年，李菊洪从重庆江津特殊教育学校中
西医结合专业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回到瓦
店村开起诊所，当上一名村医。

“因为自己真正感受过身体的痛苦，所以
更能体会到别人的病痛，我很想当医生，救死
扶伤，缓解病人的痛苦。”李菊洪说。

瓦店村有 300 余户 1000 多名村民，面
积近 10 平方公里。“有了李菊洪这个好村
医，村民们有个小病小痛，再也不用走上两
三个小时往返镇上去看病了。”瓦店村村支
书李中刚说。

10多年来，瓦店村的村民们习惯了这样
的场景：每天清晨，李菊洪早早开门，患者一
来，李菊洪的双臂同时向小板凳发力，纵身跃
上半人高的方凳，面对患者问询、把脉、听
诊……最多的时候，她一天接诊30多名患者。

李菊洪给自己和家人定下 3 条规矩：无
论谁来看病，都要笑脸相迎、耐心周到；到了
饭点时间，必须要留看病的老人和孩子吃饭；
困难户来看病，只按成本收取费用，特别困难的患者免收费用。

看着李菊洪长大的邻居肖德玉老人对李菊洪赞不绝口：“哪个不说
李妹子医术好，为人好，就是再忙，她也是笑呵呵对着大家，从来没有给
哪个病人脸色看。”

行医10多年，李菊洪“走坏”了30多只小板凳。但李菊洪说，今后“走
坏”的板凳就不会有这么多了。因为现在村里很多地方铺上了水泥人行
便道，只要不是太陡峭的地方，她都可以坐着轮椅由丈夫推着去看病。

工作量增大，待遇也比不上城里。“李医生，凭你的技术和医德，到
哪里都吃得开。”这些年，不断有人劝说李菊洪离开山沟沟，到镇上或者
城里去发展，但她始终没有动过离开瓦店村的念头。

“瓦店村的父老乡亲帮过我，这么多年我都在这里，受着他们的信
任。我不能对不住乡亲们的心意，只要还干得动，我愿意为村民们服务
一辈子。”李菊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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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气温仅有22摄氏度，可在集宁机务段
检修车间的密闭清洗库中，温度却高达50摄氏度。一列列内燃机车排
出的热气流，让密闭的检修库内更加闷热，52岁的清洗工田忠国正拿
着高压水枪和特制铲子，清洗着机车配件。

集宁机务段是中铁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唯一一个内燃机车检修基
地，5种机型近230台内燃机车承担着临策线、额哈线、集二线、包头、
集宁、二连、丰镇各大车站及专用线调车的运输任务。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清洗工作来不得一点马虎。”田忠国每
清洗一台内燃机车，要拆解下来几千个大小配件，使用高压水枪与特制
泥铲配合清洗，对清洗不到的机器边角处，再手工清洗。清洗中，高温
高压下泥水四溅，夹着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衣服早已被打湿。

“我们这个工作，是和水打交道，可忙起来根本顾不上给自己降
温！”高压水枪喷出的水雾，不断在空气里蒸腾，“因为水枪喷出的水压
很大，自己很快就高温喽。”满头大汗的田忠国打趣道。

高温下的“火车头”清洗工
文/摄 唐 哲

田忠国满脸的汗水与泥点。

田忠国利用高压水枪清洗配件。

田忠国（右）与工友手工清理配件污泥。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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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峰始终把训练场当战场，把训练当实战，从难从严磨砺精兵。图为李玉峰带队模拟训练。 郝宽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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