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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祖国西部边陲的帕米尔高原，烈士
许新建用生命捍卫边防战线的英勇事迹
仍在传颂，当地百姓、民警每年都会自发
前往烈士陵园祭扫，以此踏寻前辈足迹，
瞻仰英烈精神。

许新建，汉族，1955 年 6 月出生，四
川洪雅县人，1975 年 12 月入伍，生前系
新疆公安边防总队克孜勒苏柯尔克孜
自治州边防支队阿克陶大队副政治教
导员，1990 年 4 月 5 日，在参与新疆阿
克陶县巴仁乡平暴战斗中牺牲，时年 35
岁。1990 年 4 月 19 日，他被评为革命
烈士，同年 6 月 5 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
部队政治部授予许新建“边陲卫士”荣
誉称号。

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位于帕米尔
高原脚下，1990 年 4 月 5 日凌晨，这
里的安定祥和因暴徒侵袭被打破。当
日，一伙暴徒率领近 200 人的队伍包
围并试图占领乡政府。随后，暴徒们
开始向乡政府院内扔石头，前来处置
这 起 事 件 的 多 名 武 警 官 兵 被 石 头 砸

伤，武警军车也遭到破坏。
情急之下，正在附近执行警戒任务

的许新建自告奋勇，带着 3 名精干力量
前往暴乱现场。当他们行驶到巴仁乡附
近一处桥端时，突遇一伙武装暴乱分子
拦截围攻，许新建下意识掏枪，但眼见周
边群众较多，担心夜色中伤及无辜，犹豫
片刻后又把枪收了回去，就在那一瞬间，
手持木棒的暴徒将许新建重重击倒在
地，举起尖刀向他胸部、腹部捅去。在暴
徒残忍行径中，许新建及 3 名官兵壮烈
牺牲。

如今，阿克陶边防边境管理大队
的民警们常年驻守帕米尔高原，管控
的 300 多公里边境线分别与塔吉克斯
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接壤，边境辖区内
万 山 纵 横 、 雪 山 林 立 ， 平 均 海 拔 达
3000 余米。

许新建血洒帕米尔、壮烈牺牲，用生
命捍卫祖国边防战线的事迹一直激励着
大家。民警们表示，立志把对英烈的深切
缅怀转化为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
动力，用青春和汗水努力捍卫党和人民的
利益。

追随着父亲的足迹，1998 年 12 月，
许新建的儿子许炜也如愿穿上军装，至今
奋战在新疆边防保卫和反恐处突一线。
许炜表示，要做一名像父亲那样顶天立地
的热血军人，接过父亲手中的钢枪，勇敢
冲锋向前！

文/新华社记者 孙少雄
（据新华社电）

1974年12月20日，消防战线的英雄
马玉清，在扑灭哈尔滨第五制粉厂火灾的
战斗中，遭遇爆炸不幸牺牲。当时他的儿
子马忠学刚满五岁。

作为烈士的后代，马忠学自幼立志以
父亲为榜样，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1988年，马忠学如愿以偿地参军到了
消防队，当了一名他日思夜想的消防兵。

入伍仅7个月，马忠学就在全市消防
技能大比武中，分别取得了第一名和第二
名的好成绩，又在1989年和1990年连续
两年的大比武中，分别取得了个人全能第
二名和第一名的好成绩，连续两年荣立个
人三等功。鉴于马忠学的出色表现，
1991年他被推荐考试后进入武警哈尔滨
指挥学校学习，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学校他刻苦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毕
业后，部队考虑到他是烈士后代，就要把
他调到后勤部门工作。可他找到支队的
领导，坚决要求到战斗一线。于是他被分
配回哈尔滨消防支队顾乡中队任代理副
中队长。

1993 年 3 月 29 日凌晨 3 时，位于哈
尔滨市道里区城安路 1 号的松花江地区
汽车修配厂机修车间发生大火。

正在值班的马忠学接到火灾报警
后，迅速带领战士们赶赴火场。当时正
刮着大风，大火借风势迅速蔓延，车间内
浓烟裹着烈火，汽车油箱的爆炸声响成
一片。如果此时不能有效控制火势，大
火将严重威胁与车间紧邻位于下风方向
储有 40 吨汽油的油库和价值巨大的材
料库的安全。

情况十万火急，马忠学赶到现场后，
主动请缨，率领消防车到位于下风方向的
油库附近，直接堵截火势，确保油库和材
料库的安全。马忠学始终战斗在最前线，
顶着炽热的烈火奋力堵截火势的蔓延，一
直奋战了两个小时终于将火势控制住。
就在准备对火势进行合围之际，马忠学所
在中队阵地供水告急。为了保证火场用
水，彻底消灭火灾，马忠学及时组织车辆
加水，并亲自带车到埃德蒙顿路大桥附近
水塔加水。

夜幕中，一辆大货车超速驶来，正全
神贯注地指挥消防车加水的马忠学对身
后冲来的大货车丝毫没有察觉。一个烈
士的后代、年轻的消防指挥员，被车撞倒，
牺牲在血泊中。

19 年前，父亲在火场上英勇地倒下
了；仅仅相隔19年，儿子也在火场上英勇
地倒下了。

文/新华社记者 齐泓鑫
（据新华社电）

赵苍璧，1916年生于陕西省清涧县
玉家河镇赵家坬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1934年1月参加革命，同年1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

1935年，赵苍璧被送到中共中央西
北政治保卫局在瓦窑堡举办的保安人员
培训班学习，在培训班结束时，他因思维
敏捷、成绩优异留在西北政治保卫局工
作，担任保卫局巡视员，自此开启了在延
安的隐秘战线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赵苍璧任三边分区
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地委委员，绥德保
安分处处长，北路军特派员、靖横司令部
特派员，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训练班主任、
便衣队队长，陇东分区地委委员、保安分
处处长等职。

1940年，陕甘宁边区成立便衣队，赵苍璧担任队
长，主要任务是侦破敌特组织。赵苍璧参照苏联教材，
结合实际情况和自己丰富的侦察工作经验，编写了“怎
样收集和传递情报”“侦察与反侦察”等基础教材。

解放战争期间，赵苍璧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
西北局监察委员会委员，为党中央侦察到许多敌军动向。

1949 年 2 月，赵苍璧随军进入北平，任北平市公
安局治安处处长。5月，任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侦破
了一批潜藏的反革命案件，保卫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赵苍璧随第二野战军挺进西南，任
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西南行政委员会公安
局副局长。1954年大区撤销后，赵苍璧历任四川省公
安厅厅长，四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等职。

“文化大革命”期间，赵苍璧遭受严重迫害。1974
年他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先后任四川省政法党组书记、
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委常务书记。

1977年，赵苍璧调任公安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
政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治委员，中
央安全领导小组成员。在这期间，他按照中央部署，指
导全国公安机关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
部政策，重新组建公安部的各级领导班子，组建武警部
队，恢复公安院校，加强公安机关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
设，大力整顿社会治安秩序，有力地打击了严重刑事犯
罪分子的破坏活动。

1993年5月11日，赵苍璧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文/新华社记者 李 浩 （据新华社电）

叶挺独立团中，他是有名的“不惜命
排长”；陈毅称他领导的部队“党指到哪
里，就是哪里的钢铁部队”；新四军3师一
位老同志在诗中称赞他“姓字犹叫敌胆
寒”——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彭
明治。

彭明治，1905 年出生，湖南常宁人。
1924 年，他进入黄埔军校教导团教导大
队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
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夏在国
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任排长，参加
北伐战争。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任第
25师代理连长。

1930年，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
连长、教导队队长、副团长、团长、师参谋
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
长征。1936年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
大学学习。

全国抗战爆发后，彭明治先后任八路
军第 115 师 343 旅 685 团参谋长、团长，

参加平型关等战斗。1938 年冬，根据中
共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
策，奉命率部2700余人南下华中支援新
四军，并扩编为苏鲁豫支队，任司令员，领
导开辟苏鲁边抗日根据地。后任教导第
1 旅旅长、八路军第 5 纵队第 1 支队司令
员。1941 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 3
师7旅旅长。7旅作为军部的机动部队，
转战苏北、淮北、淮南等地，作战1500余
次，击毙日伪军5000余人。解放战争时
期，他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 3 师 7 旅旅
长，第四野战军13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
长等职，先后参加四保临江、平津、衡宝、
广西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明治先后
出任驻波兰大使、河北省军区司令员、人
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等职，
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3 年 5 月
10日，彭明治在北京病逝。

常宁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傅建平
说，彭明治“打仗勇猛、不谋私利”，新中国
成立后，他曾3次回到常宁家乡，全部在家
里吃饭，没有让地方招待，让人心生敬仰。

如今，位于常宁市泉峰街道青市村的
彭明治故居，成了当地主题教育活动、党
日活动的重要场所。据了解，常宁市准备
规划一条红色旅游线路，将彭明治故居纳
入其中，让更多的人来此感受革命先辈的

“初心”。
文/新华社记者 白田田

（据新华社电）

李达，1905 年生于陕西省眉县横渠
镇横渠村。早年曾参加爱国学生运动。
后考入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毕
业后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

1931 年 12 月，李达参加宁都起义。
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
红军连长、师参谋长、军参谋处处长、军团
参谋长等职，参加了湘赣苏区反“围剿”，
参与创建湘鄂川黔苏区和长征，曾获二等
红星奖章。1936年起任红二方面军参谋
长、援西军参谋长。

全国抗战爆发后，李达任八路军第
129师参谋处处长、师参谋长。1943年兼
任太行军区司令员。参与创建晋冀豫、冀
南、太岳等抗日根据地，协助刘伯承等组
织指挥神头岭、响堂铺、晋东南反“九路围
攻”、磁武涉林等战役战斗和百团大战。
李达还曾指挥林南、道清和安阳等战役。

1945 年 8 月，李达任晋冀鲁豫军区
参谋长，指挥了太行军区部队的战略反

攻。抗日战争胜利后，李达参与指挥了上
党、邯郸战役。曾到国民党军新编第8军
与军长高树勋商定该部起义事宜。1946
年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1947年协
助刘伯承、邓小平率部进军大别山。
1948年起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参谋
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
员、政治委员。淮海战役后，参与组织指
挥渡江战役和进军西南。

李达智勇双全，战功赫赫，为革命战
争的胜利和人民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
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任西南军区副司
令员兼参谋长，后兼云南军区司令员，参
与领导西南地区歼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
土匪及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1953
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
长。回国后，李达历任国防部副部长，解
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计划部、监察部
部长，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等
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993年7月12日，李达在北京病逝。
为了纪念革命先辈，启迪后人，李达

母校横渠镇中心小学更名为李达小学，在
校内建立了李达将军纪念室，并将李达将
军的革命故事编成校本课程，对学生进行
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位于横渠镇
横渠村的李达故居也成为当地红色教育
基地。

文/新华社记者 李 浩
（据新华社电）

鲁运新鲁运新，，19491949年生年生，，19711971年年55月加入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19931993年年22月月66日日，，也是元宵也是元宵
节节，，湘北农村有傍晚到祖坟送灯烧香祭祖湘北农村有傍晚到祖坟送灯烧香祭祖
的传统风俗的传统风俗，，带来了很大的火灾隐患带来了很大的火灾隐患。。这这
一天一天，，时任临湘市公安局五尖山林业派出时任临湘市公安局五尖山林业派出
所副所长的鲁运新所副所长的鲁运新，，一如往年没有在家陪一如往年没有在家陪
亲人过节亲人过节，，而是带领值班的同事穿梭在方而是带领值班的同事穿梭在方
圆几十平方公里的五尖山圆几十平方公里的五尖山，，劝说阻止群众劝说阻止群众
带火源上山带火源上山，，组织扑灭山火组织扑灭山火。。

22 月月 77 日凌晨日凌晨 22 时时，，已经在防火救火已经在防火救火
一线连续战斗了十几个小时的鲁运新一线连续战斗了十几个小时的鲁运新，，拖拖
着疲惫的身躯刚进家门着疲惫的身躯刚进家门，，还没来得及脱下还没来得及脱下
衣服衣服，，对讲机里又传来了五尖山林场对讲机里又传来了五尖山林场 1515
林区起火的消息林区起火的消息。。火情就是命令火情就是命令，，鲁运新鲁运新
抓起手电筒奔赴火灾现场抓起手电筒奔赴火灾现场。。

到达火场后到达火场后，，鲁运新带领指挥鲁运新带领指挥 3030 余余
名外单位前来支援灭火的同志名外单位前来支援灭火的同志，，迅速开展迅速开展
扑救扑救，，自己既当指挥员自己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又当战斗员。。经经
过过77个多小时的奋力拼搏个多小时的奋力拼搏，，他们扑灭了一他们扑灭了一
个又一个山头的明火个又一个山头的明火。。

上午上午 1010 时时，，当扑救到最后一个山头当扑救到最后一个山头
时时，，突然狂风大作突然狂风大作，，火势凶猛火势凶猛，，山火瞬间山火瞬间
由地表火形成树冠火由地表火形成树冠火。。有着有着130130多次扑多次扑
火经验的鲁运新立刻意识到火经验的鲁运新立刻意识到，，巨大的危巨大的危
险即将来临险即将来临，，如果继续留在原地扑火如果继续留在原地扑火，，很很
有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他果断下达他果断下达

命令命令，，要求现场参与扑火的要求现场参与扑火的3030多名同志多名同志
立即向安全地带撤离立即向安全地带撤离，，自己却冒着生命自己却冒着生命
危险留在后面危险留在后面，，组织大家在丛林中有序组织大家在丛林中有序
转移转移。。就在最后一位同志撤离到防火线就在最后一位同志撤离到防火线
时时，，鲁运新被烈火包围鲁运新被烈火包围，，壮烈牺牲壮烈牺牲，，年仅年仅
4444岁岁。。

鲁运新同志鲁运新同志 19681968 年参加工作年参加工作，，成为成为
一名林业工人一名林业工人，，19861986 年调入五尖山林业年调入五尖山林业
公安派出所工作公安派出所工作，，扎根山区扎根山区2525年年。。干一干一
行行，，爱一行爱一行，，钻一行钻一行，，勤勤恳恳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任劳任怨，，
忠于职守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廉洁奉公，，无私奉献无私奉献，，全心全意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先后参加灭火战斗先后参加灭火战斗 130130 多多
次次，，查处相关案件查处相关案件218218起起，，抓获违法犯罪抓获违法犯罪
人员人员 334334 名名，，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 3030 多多
万元万元，，3232次受到省次受到省、、市市、、县表彰奖励县表彰奖励。。

鲁运新牺牲后鲁运新牺牲后，，19931993年年88月月1010日日，，公公
安部授予他安部授予他““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模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模””光光
荣称号荣称号。。

烈士薪火烈士薪火，，代代相传代代相传。。传承奉献精传承奉献精
神神，，守护好一方绿水青山守护好一方绿水青山，，成为鲁家后人成为鲁家后人
崇高的使命崇高的使命。。

每年冬季是森林火灾高发期每年冬季是森林火灾高发期，，在临湘在临湘
市森林公安分局工作的二儿子鲁明经常市森林公安分局工作的二儿子鲁明经常
奋战在救火一线奋战在救火一线。。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周周 楠楠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曾福兴曾福兴，，生于生于19511951年年44月月2929日日，，19741974年年44月被选月被选
调到平武县公安局调到平武县公安局，，19821982年年88月任县公安局刑警队副月任县公安局刑警队副
指导员指导员，，19851985 年年 22 月任刑警队指导员月任刑警队指导员，，19891989 年年 22 月任月任
县公安局副局级侦察员县公安局副局级侦察员。。

工作上工作上，，他认真负责他认真负责，，曾曾88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51975年夏天年夏天，，他与战友检验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他与战友检验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尸尸
体半截浸在水里体半截浸在水里，，他毅然下河他毅然下河，，把尸体拖上岸来用手术把尸体拖上岸来用手术
刀划开刀划开，，强忍着恶臭强忍着恶臭，，仔细检查仔细检查。。

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多种多样的复杂情况面对工作中出现的多种多样的复杂情况，，曾福兴曾福兴
始终公私分明始终公私分明，，两袖清风两袖清风。。19881988 年年 77 月月，，他的堂叔参他的堂叔参
与倒卖珍贵野生动物毛皮的犯罪活动被收审与倒卖珍贵野生动物毛皮的犯罪活动被收审。。见到曾见到曾
福兴后福兴后，，他不仅拒不交代他不仅拒不交代，，还有恃无恐还有恃无恐，，大吵大闹大吵大闹，，满以满以
为会得到开释为会得到开释，，但曾福兴说但曾福兴说：：““你是我的亲戚你是我的亲戚，，现在是案现在是案
犯犯，，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老实交代问题你唯一的出路就是老实交代问题。。””

面对同事面对同事，，他则满腔热忱他则满腔热忱。。19891989年年77月月2323日日，，几几
名执行任务的干警被洪水围困名执行任务的干警被洪水围困，，他顶着倾盆大雨他顶着倾盆大雨，，带领带领
增援同志赶到增援同志赶到，，冒着生命危险救出战友冒着生命危险救出战友。。女民警外出女民警外出
学习学习，，丈夫经常出差在外丈夫经常出差在外，，小孩无人照顾小孩无人照顾，，他就把民警他就把民警
的孩子接至家中悉心照料的孩子接至家中悉心照料。。

19931993年年33月月44日日，，一名歹徒因殴打其父被乡干部教一名歹徒因殴打其父被乡干部教
育育，，怀恨在心怀恨在心，，实施报复实施报复，，将乡干部妻子刺成重伤后逃将乡干部妻子刺成重伤后逃
窜窜，，曾福兴奉命带领干警执行刑侦任务曾福兴奉命带领干警执行刑侦任务。。办案途中办案途中，，曾曾
福兴一行见到一个疑似歹徒的人福兴一行见到一个疑似歹徒的人。。见其形迹可疑见其形迹可疑，，衣服衣服
尚有血痕尚有血痕，，干警便上前盘问干警便上前盘问。。此人正是歹徒此人正是歹徒，，他见状撩他见状撩
起衣服起衣服，，顿时一股硝烟弥漫顿时一股硝烟弥漫。。曾曾
福兴一个箭步冲上前去福兴一个箭步冲上前去，，推开战推开战
友友，，抱住歹徒抱住歹徒，，随着一声巨响随着一声巨响，，曾曾
福兴倒在了血泊中福兴倒在了血泊中。。为了六名战为了六名战
友的生命友的生命，，他永远闭上了眼睛他永远闭上了眼睛。。

19931993年年44月月2222日日，，公安部追公安部追
授曾福兴为授曾福兴为““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
雄模范雄模范””，，19931993年年55月月1212日日，，四川四川
省人民政府批准他为革命烈士省人民政府批准他为革命烈士。。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华梁李华梁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与持枪歹徒相遇与持枪歹徒相遇，，面对枪口面对枪口，，他没有他没有
犹豫犹豫，，没有退缩没有退缩，，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以以
惊人的毅力将歹徒击毙惊人的毅力将歹徒击毙，，最终献出年轻的最终献出年轻的
生命生命，，他就是彭宝林烈士他就是彭宝林烈士。。

彭宝林彭宝林，，生于生于19661966年年88月月，，广东惠阳广东惠阳
县马安镇人县马安镇人。。19841984 年高中毕业后年高中毕业后，，彭宝彭宝
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武警部林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广西武警部
队队。。服役期间服役期间，，他兢兢业业他兢兢业业，，勤学苦练勤学苦练，，多多
次受到部队嘉奖次受到部队嘉奖，，并于并于19861986年加入中国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共产党。。

19871987年年1212月月，，彭宝林退伍后被安排在彭宝林退伍后被安排在
县工商银行任经警县工商银行任经警。。19911991年年，，彭宝林被选彭宝林被选
调进入公安机关调进入公安机关，，先后任治安民警先后任治安民警、、刑侦技刑侦技
术员术员，，他埋头苦干他埋头苦干，，忘我工作忘我工作，，一年多就成一年多就成
为业务骨干为业务骨干，，参与侦破各类案件参与侦破各类案件 150150 余余
宗宗。。彭宝林秉公执法彭宝林秉公执法，，清正廉洁清正廉洁，，共拒礼拒共拒礼拒
贿贿2020余次余次，，价值价值1200012000余元余元，，表现出人民表现出人民
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

19931993 年年 55 月月 1414 日日，，彭宝林与战友一彭宝林与战友一
道在副所长黄仕辉道在副所长黄仕辉、、副指导员翁振明的带副指导员翁振明的带
领下来到淡水镇塘边村一带清查出租领下来到淡水镇塘边村一带清查出租
屋屋。。99时时4040分分，，开始清查开始清查1111号出租屋号出租屋，，这这
是一座二层楼房是一座二层楼房，，楼层较矮楼层较矮，，与其他居民与其他居民
楼相连楼相连。。黄仕辉带黄仕辉带 88 名干警和治安队员名干警和治安队员
在楼下清查在楼下清查，，彭宝林等彭宝林等44人在二楼人在二楼。。当彭当彭
宝林正在清查南面房里的两名外来人员宝林正在清查南面房里的两名外来人员

时时，，突然听见外面大厅传来突然听见外面大厅传来““有枪有枪””的喊的喊
声声，，他立即拔枪在手他立即拔枪在手，，冲到大厅冲到大厅。。

歹徒举枪指着治安员周志科歹徒举枪指着治安员周志科，，不停地不停地
狂叫狂叫。。为了战友的生命安全为了战友的生命安全，，彭宝林紧握彭宝林紧握
着枪一步步退回到南面房里着枪一步步退回到南面房里。。他沉着冷他沉着冷
静静，，寻找制服罪犯的良机寻找制服罪犯的良机。。当案犯因心虚当案犯因心虚
向后顾盼的瞬间向后顾盼的瞬间，，彭宝林毅然扑向案犯彭宝林毅然扑向案犯，，案案
犯狗急跳墙犯狗急跳墙，，疯狂地扣动了手中的扳机疯狂地扣动了手中的扳机，，子子
弹穿过彭宝林的腹部弹穿过彭宝林的腹部，，他倒在地上他倒在地上。。周志周志
科见自己的战友被击倒在地科见自己的战友被击倒在地，，冲上去扭夺冲上去扭夺
案犯的手枪案犯的手枪，，并将案犯摔倒在地并将案犯摔倒在地。。

彭宝林中弹后彭宝林中弹后，，腰腹部血流如注腰腹部血流如注，，他他
知道知道，，案犯手里有枪案犯手里有枪，，且人高体壮且人高体壮，，穷凶极穷凶极
恶恶，，而战友周志科赤手空拳而战友周志科赤手空拳，，处境相当危处境相当危
险险，，他强忍着剧痛他强忍着剧痛，，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握以惊人的毅力坚持握
着手枪着手枪。。当周志科将案犯扑倒之际当周志科将案犯扑倒之际，，他迅他迅
速瞄准案犯连开数枪速瞄准案犯连开数枪，，当场击毙案犯当场击毙案犯，，之之
后自己昏迷过去后自己昏迷过去。。后送医院抢救时后送医院抢救时，，因子因子
弹击断肾脏大动脉弹击断肾脏大动脉，，造成大出血造成大出血，，抢救无抢救无
效后牺牲效后牺牲。。

彭宝林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战友彭宝林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战友，，保保
卫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卫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他牺牲他牺牲
后后，，珠江电影制片厂根据他的事迹拍摄了珠江电影制片厂根据他的事迹拍摄了
电影电影《《警魂警魂》，》，震撼了全国观众震撼了全国观众。。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雄鹰李雄鹰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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