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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弹后，血流如泉，但他仍以无比坚
强的毅力、超人的意志，坚持站着，向逃跑
的犯罪嫌疑人连开三枪，并拼尽自己最后
一口气大声对战友和在场的人们喊道：

“一定要抓住他！”他就是温铎烈士。
温铎，1968年出生于广东省紫金县，

1988年11月参加公安工作，在广东省紫
金县公安局任民警。1990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93 年，被调到惠州市公安局南
坛派出所任民警。

1995年11月19日早晨，温铎像往常
一样按时到南坛派出所接班。当办公室
的时钟指针指到10时10分时，一名青年
男子急匆匆来报案说：有两个男子抢劫了
一名妇女的金项链，跑去了横江二路。

民警温铎、刘西虎带着治安员巩志刚
立即出警。他们随报案人迅速赶到横江
二路。此时，两名作案人员已混入人群，
伺机作案。

在抓捕过程中，两名犯罪嫌疑人拼死

挣扎，负隅顽抗。丧心病狂的歹徒刘某七
从裤袋里掏出子弹早已上膛的手枪，击中
温铎的左胸和右肩膀。

温铎在身中两弹、口吐鲜血的情况
下，仍以顽强的毅力开枪还击。但终因失
血过多，倒在血泊之中。1996年1月，温
铎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并
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模。

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说，
温铎热爱本职工作，忠于职守，助人为乐，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坏人坏事他
敢抓敢管，敢于斗争，疾恶如仇，在强暴面
前从不退缩。在与违法犯罪分子做斗争
中，温铎表现出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
英雄气概和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他忠于
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用青春和热血，
树起了一座人生丰碑，是广大公安民警一
面鲜艳的旗帜。

文/新华社记者 李雄鹰
（新华社电）

在甘肃省警察博物馆里，三枚黑色的
子弹静静地陈列在展柜里，“诉说”着刘晓
东烈士抓捕持枪歹徒，身中 11 弹壮烈牺
牲的故事。

刘晓东，生于1956年，陕西省延长县
人。他曾是兰州热水厂工人，一直梦想成为
铁骨铮铮的人民警察。1979年参加公安工
作以来，他历任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分局民
警、七里河分局敦煌路派出所副所长、七里
河分局刑侦队队长、兰州市公安局原刑侦大
队副大队长，荣立二等功一次，受嘉奖两次。

“每次抓捕犯罪嫌疑人，刘晓东都冲
在前面。面对尖刀、枪口和炸药，他面不
改色心不跳。他认准了一个理儿——见
了坏人，当警察的就得往前冲。”老同事冀
威回忆说。

刘晓东在七里河分局工作期间，带领
战友们出生入死，同各类犯罪行为做斗
争。档案资料显示，仅 1992 年至 1994
年，他指挥并直接参与侦破的刑事案件达
667起，其中重特大案件325起。

1995年12月18日，刘晓东刚给妻子
过完生日。走到兰州市滨河路附近，碰到

两名持枪歹徒劫持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
司机倒在血泊中。

看到无辜的司机被杀，刘晓东来不及
等同事增援，独自追赶歹徒。在滨河路箭
道巷北口，刘晓东拦住歹徒的去路。穷凶
极恶的歹徒用冲锋枪扫射，刘晓东连中
11弹，壮烈牺牲。

刘晓东牺牲后，被甘肃省人民政府批
准为革命烈士。公安部追授他为全国公
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

刘晓东牺牲时，他的独生女刘雯雯才
12岁，在她的回忆中，父亲很忙。“有时候
一个月只回两次家。”她说。

长大后，刘雯雯继承父亲遗志，考入
广东警官学院，毕业后成为广东省广州市
公安局天河分局的一名民警。

“父亲给我留下最宝贵的财富就是责
任和善良。他既教会我为人要善良，要与
罪恶做坚持不懈的斗争；也教会我不埋
怨、不诉苦，做人要有迎难而上不退缩的
勇气和担当。”刘雯雯说。

文/新华社记者 胡伟杰
（新华社电）

在身上被砍27刀的情况下，仍以
惊人的毅力，强忍剧痛，顽强地与歹
徒搏斗，并击毙一名歹徒，终因失血
过多壮烈牺牲。他就是杜庭斌烈士。

杜庭斌，男，1970年出生，广州
番禺人。1991年10月参加公安工
作，1994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5 年 12 月 18 日，杜庭斌同志在
抓捕行动中与歹徒展开英勇搏斗，
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5岁。

1995 年 12 月 18 日下午，一辆
载有 21 名乘客的中巴车从广东中
山开往广州。15时许，车辆途经番
禺灵山镇，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将
抵达终点的时候，车上突然出现 3
名歹徒，持刀抢劫乘客财物后逃
窜。接群众报案，番禺市公安局灵
山派出所民警杜庭斌、曾强等人迅
速出警。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民
警兵分两路对歹徒实施围捕。

杜庭斌、曾强一组很快发现了
歹徒的身影，杜庭斌果断鸣枪示
警。歹徒置之不理，继续持刀拒捕，
在鸣枪警告无效的情况下，杜庭斌、
曾强扑向距离较近的两名歹徒，迅
速将两人制服。就在这时，另外一
名歹徒看见同伙被抓，突然折回，手
持菜刀疯狂砍向杜庭斌和曾强。

曾强被砍4刀，身负重伤，死死
抱住一名歹徒滚下田沟，而杜庭斌身中27刀，鲜血完
全浸透了他的衣服！但他强忍剧痛，与歹徒展开殊死
搏斗！歹徒见杜庭斌伤重无力，拼命挣脱，企图逃窜。
杜庭斌仍不放弃，踉踉跄跄向前追赶，用模糊的意识和
全部的力气，向歹徒开枪射击，将其当场击毙。最终，
逃窜歹徒被全部抓获。

杜庭斌因伤势过重，经全力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走完了25年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1996年3月22日，公安部部长陶驷驹签发命令，追
授杜庭斌同志“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

文/新华社记者 李雄鹰 毛 鑫
（新华社电）

长春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平年代馆
的烈士名单中，有一位警察的名字：他叫
刘瑛。1996 年，在一次抓捕越狱逃犯的
过程中，他与罪犯殊死搏斗，不幸中弹，英
勇牺牲。

刘瑛，1949年4月28日出生，中共党
员，吉林省榆树市人，生前系吉林省榆树
市公安局巡警队队长。据刘瑛同事介绍，
刘瑛参加公安工作16年，先后13次受到
表彰奖励，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
共产党员。

1996 年 1 月 14 日 3 时许，榆树市看
守所发生一起暴力越狱案，9名犯罪嫌疑
人将2名看守人员捆绑，抢走六四式手枪
1支、子弹5发后逃走。

刘瑛接到命令后，带领4名民警组成
追捕小组前往抓捕。临出发前，他把队里
仅有的4 件防弹背心交给了追捕小组其
他4位战友。

15日零时30分，刘瑛在一家旅店排
查时得知，当晚有3个剃平头的男青年住
进店内。感觉情况可疑的刘瑛当即指挥
巡警封锁前后门窗。刘瑛与同事来到嫌
疑人的房间门口，在店主打开房门的一瞬
间，刘瑛第一个冲了进去。

这时，逃犯杨树成开了枪，子弹打中

门框，面对疯狂的逃犯，刘瑛奋不顾身，迎
着枪口扑向持枪逃犯，逃犯的第二颗子弹
击中刘瑛的胸膛，但刘瑛不顾一切抱住逃
犯，与其撞碎玻璃窗，在窗台上展开殊死
搏斗。

危急时刻，守在窗外的巡警宋晓光
对准负隅顽抗的歹徒，果断扣动手中微
型冲锋枪的扳机，将被刘瑛压在身下的
逃犯杨树成击毙。与此同时，紧跟刘瑛
一起冲进屋里的两位民警将另外两名罪
犯擒获。

在主要犯罪嫌疑人杨树成被击毙后，
榆树市公安机关又成功将暴力越狱案另
外8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缉拿归案。而刘
瑛却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年
仅47岁。

1996 年 1 月 18 日，刘瑛被批准为革
命烈士。1996年1月21日，刘瑛被追授

“一级英模”荣誉称号。
刘瑛牺牲时，他的女儿刘婕琳才 17

岁。后来，她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长春市
公安局的一名人民警察。刘婕琳说，父亲
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了他热爱的公
安事业献出了生命。

文/新华社记者 薛钦峰
（新华社电）

在海南省文昌市宝芳乡槐山村在海南省文昌市宝芳乡槐山村，，每年每年
清明清明，，附近村民都会帮忙将一处普通墓地附近村民都会帮忙将一处普通墓地
进行修整进行修整，，以缅怀墓主人王志明烈士以缅怀墓主人王志明烈士。。烈烈
士王志明士王志明，，生前是一名警察生前是一名警察，，因在与歹徒因在与歹徒
的殊死搏斗中身中七枪的殊死搏斗中身中七枪，，壮烈牺牲壮烈牺牲。。

王志明王志明，，生于生于 19621962 年年，，海南文昌人海南文昌人。。
19841984年年77月参加工作月参加工作，，19881988年年1111月调入月调入
海南省海口市国家安全局工作海南省海口市国家安全局工作，，19941994 年年
调入海口市公安局振东分局调入海口市公安局振东分局（（现为美兰分现为美兰分
局局），），历任民警历任民警、、二级警司二级警司。。

19941994 年年 66 月月，，从海口市国家安全局从海口市国家安全局
调到派出所后调到派出所后，，王志明积极投入到打击刑王志明积极投入到打击刑
事犯罪斗争中事犯罪斗争中，，多次参与破获重大刑事案多次参与破获重大刑事案
件件，，曾在曾在1010天时间内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天时间内抓获各类违法犯罪
分子分子1111名名。。

19961996年年11月月99日凌晨日凌晨，，在一娱乐场所在一娱乐场所
门口门口，，王志明发现一名歹徒持枪胁迫保安王志明发现一名歹徒持枪胁迫保安

人员人员，，立即意识到有人在抢劫立即意识到有人在抢劫。。他悄悄靠他悄悄靠
近歹徒并猛扑上去近歹徒并猛扑上去，，用手卡住歹徒的脖用手卡住歹徒的脖
子子，，表明身份后掏枪命令歹徒放下武器表明身份后掏枪命令歹徒放下武器。。
歹徒拼命挣扎歹徒拼命挣扎，，扭转枪口准备向背后的王扭转枪口准备向背后的王
志明开枪志明开枪，，王志明迅速果断开枪王志明迅速果断开枪，，将这名将这名
歹徒击伤歹徒击伤。。而此时而此时，，正在室内收银台实施正在室内收银台实施
抢劫的另一名歹徒抢劫的另一名歹徒，，听到枪声后仓皇向外听到枪声后仓皇向外
逃窜逃窜，，并疯狂向王志明连开数枪并疯狂向王志明连开数枪。。王志明王志明
身中七弹身中七弹，，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仍以顽仍以顽
强的毅力一边将被击伤的歹徒死死压在强的毅力一边将被击伤的歹徒死死压在
身下身下，，一边向另一名歹徒开枪还击一边向另一名歹徒开枪还击，，直到直到
其他民警赶来将歹徒制服其他民警赶来将歹徒制服。。因伤势过重因伤势过重，，
经抢救无效经抢救无效，，王志明壮烈牺牲王志明壮烈牺牲。。

19961996 年年 66 月月 1414 日日，，公安部追授王志公安部追授王志
明一级英雄模范称号明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牺牲的当天牺牲的当天，，王志明的女儿刚好满王志明的女儿刚好满
月月，，教了一辈子书的父亲一夜白头教了一辈子书的父亲一夜白头。。因为因为
父亲的牺牲父亲的牺牲，，王咸媛小时候很排斥警察这王咸媛小时候很排斥警察这
个职业个职业。。年龄长了年龄长了，，思想也变了思想也变了，，不觉中不觉中
就考入警校就考入警校。。如今如今，，2323 岁的王咸媛也是岁的王咸媛也是
一名警察一名警察，，女承父业女承父业。。““我就是想帮父亲完我就是想帮父亲完
成一个心愿成一个心愿，，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走他走过的走他走过的
路路。。””她说她说。。

多年过去多年过去，，王志明的遗物只剩下一些王志明的遗物只剩下一些
大大小小的勋章大大小小的勋章，，整齐地存放在整齐地存放在““百宝箱百宝箱””
里里，，成为家人唯一的寄托成为家人唯一的寄托。。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凯姿陈凯姿
（（新华社电新华社电））

19961996 年年 22 月月 33 日日，，云南省丽江云南省丽江、、迪庆迪庆
交界处发生交界处发生77级大地震级大地震。。2323年过去了年过去了，，在在
这段难以磨灭的记忆中镌刻着一位英雄这段难以磨灭的记忆中镌刻着一位英雄
的名字的名字——和贵华和贵华。。生死瞬间生死瞬间，，他用年轻他用年轻
的生命从倒塌的房屋中抢救出的生命从倒塌的房屋中抢救出33名儿童名儿童，，
自己却壮烈牺牲自己却壮烈牺牲。。

和贵华和贵华，，纳西族纳西族，，中共党员中共党员，，19641964 年年
1111 月出生月出生，，19821982 年年 77 月从云南省人民警月从云南省人民警
察学校毕业参加公安工作察学校毕业参加公安工作，，生前系云南省生前系云南省
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现丽江市现丽江市））公安局刑公安局刑
警队队长警队队长、、一级警司一级警司。。

1414 年从警生涯年从警生涯，，和贵华从普通民警和贵华从普通民警
到副队长到副队长，，又从副队长到队长又从副队长到队长，，一直战斗一直战斗
在第一线在第一线。。他出生入死他出生入死，，常年超负荷地忘常年超负荷地忘
我工作我工作，，特别是担任刑警队长后特别是担任刑警队长后，，不顾身不顾身
患疾病患疾病，，顽强地带领民警同犯罪分子英勇顽强地带领民警同犯罪分子英勇
斗争斗争，，多次破获重大刑事案件多次破获重大刑事案件，，为打击严为打击严
重刑事犯罪活动作出了突出贡献重刑事犯罪活动作出了突出贡献。。他领他领
导的刑警队连年被评为先进集体导的刑警队连年被评为先进集体，，他个人他个人
曾荣立三等功曾荣立三等功，，还被人们誉为还被人们誉为““神探神探””。。

19961996年年22月月33日晚日晚，，和贵华到丽江县和贵华到丽江县
大研镇五台村调查一起重大案件大研镇五台村调查一起重大案件。。傍晚傍晚
1919 时许时许，，和贵华正在一位村民家了解情和贵华正在一位村民家了解情
况况。。突然间突然间，，大地猛烈震动起来大地猛烈震动起来，，房屋不房屋不
断颤抖断颤抖，，围墙纷纷倒塌围墙纷纷倒塌。。

““地震了地震了！！””和贵华凭着职业养成的敏和贵华凭着职业养成的敏
捷反应捷反应，，迅速跨越到院子中的安全地带迅速跨越到院子中的安全地带。。
村民也纷纷往院子里跑村民也纷纷往院子里跑。。和贵华猛一回和贵华猛一回
头发现头发现，，在屋子里玩游戏的在屋子里玩游戏的33个小孩不知个小孩不知
所措所措，，吓得哇哇直哭吓得哇哇直哭。。没有片刻犹豫没有片刻犹豫，，也也
没有呼喊没有呼喊，，和贵华转身就向屋里冲去和贵华转身就向屋里冲去，，双双
手搂挟着两个小孩手搂挟着两个小孩，，顺势甩到了院中顺势甩到了院中。。此此
时时，，房屋正加速倾斜房屋正加速倾斜。。

面对死神的威胁面对死神的威胁，，和贵华没有任何和贵华没有任何
迟疑迟疑，，转身又冲向屋里去抢救最后一个转身又冲向屋里去抢救最后一个
小孩小孩，，周围的群众惊呆了周围的群众惊呆了，，大声叫道大声叫道：：““别别
进去进去，，房子倒了房子倒了！！””和贵华义无反顾和贵华义无反顾，，冲进冲进
屋里屋里，，一把将小孩搂到怀里一把将小孩搂到怀里，，用身体挡住用身体挡住
纷纷滚落的瓦片往外冲纷纷滚落的瓦片往外冲，，可刚迈出两步可刚迈出两步，，
伴随着一声巨响伴随着一声巨响，，两层楼高的房屋倒塌两层楼高的房屋倒塌
了了，，和贵华本能地弓腰把孩子护在自己和贵华本能地弓腰把孩子护在自己
的身下的身下，，倒塌的梁柱无情地砸在他身上倒塌的梁柱无情地砸在他身上，，
顷刻间顷刻间，，他被埋在废墟之中他被埋在废墟之中。。

村民们呼喊着和贵华的名字村民们呼喊着和贵华的名字，，冒着余冒着余
震危险震危险，，搬走瓦砾搬走瓦砾，，挪开柱子挪开柱子，，把和贵华抬把和贵华抬
了出来了出来。。在他身下的孩子安然无恙在他身下的孩子安然无恙，，只是只是
手上擦破了一点皮手上擦破了一点皮。。和贵华则口吐鲜血和贵华则口吐鲜血，，
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

““遇到危险遇到危险，，别人可以退别人可以退，，我们人民警我们人民警
察不能退察不能退；；即使需要我们去牺牲即使需要我们去牺牲，，我们也我们也
要勇于献身要勇于献身。。””这是和贵华曾经跟战友说这是和贵华曾经跟战友说
过的话过的话，，他用英勇举动实践了自己的他用英勇举动实践了自己的
誓言誓言。。

19961996年年33月月77日日，，和贵华被公安部追和贵华被公安部追
授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称号，，同同
年被云南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年被云南省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9971997
年年，，和贵华被国家民委授予和贵华被国家民委授予““全国民族团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模范结进步模范””称号称号，，并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并被中华全国总工会
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字字 强强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一一
直传颂着张晓东的事迹直传颂着张晓东的事迹。。2323年前年前，，张晓东与歹徒殊死搏张晓东与歹徒殊死搏
斗斗，，壮烈牺牲壮烈牺牲，，用生命诠释了人民警察的责任与担当用生命诠释了人民警察的责任与担当。。

张晓东生于张晓东生于19661966年年66月月，，河北省昌黎县人河北省昌黎县人。。19891989
年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毕业参加公安工作年从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毕业参加公安工作，，生前系河生前系河
北省秦皇岛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侦科技术北省秦皇岛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侦科技术
员员。。他热爱公安事业他热爱公安事业，，刻苦钻研业务刻苦钻研业务，，忠于职守忠于职守，，参与参与
勘查现场勘查现场24402440余起余起，，利用技术手段侦破各类刑事案件利用技术手段侦破各类刑事案件
130130余起余起，，为打击刑事犯罪为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作出了突出维护社会治安作出了突出
贡献贡献。。曾两次被评为先进个人曾两次被评为先进个人，，一次受到嘉奖一次受到嘉奖。。

19961996年年44月月2626日日，，正在整理刑事技术资料的张晓正在整理刑事技术资料的张晓
东接到家住文精里小区群众报案东接到家住文精里小区群众报案，，称听到楼上有撬门称听到楼上有撬门
动静动静，，怀疑有人入室盗窃怀疑有人入室盗窃。。

文精里小区虽然距离分局很近文精里小区虽然距离分局很近，，但属于秦皇岛市但属于秦皇岛市
公安局海港分局管辖公安局海港分局管辖，，如果让报案人再转去海港分局如果让报案人再转去海港分局
报案报案，，势必延误时间势必延误时间。。接到报案的张晓东顾不上多想接到报案的张晓东顾不上多想，，
叫上两名联防队员赶赴现场叫上两名联防队员赶赴现场。。

率先冲上楼的张晓东在楼道里遇到一名形迹可疑率先冲上楼的张晓东在楼道里遇到一名形迹可疑
的男子的男子，，盘查的过程中盘查的过程中，，男子企图夺路而逃男子企图夺路而逃，，被两名联被两名联
防队员抓住防队员抓住。。看到男子被抓看到男子被抓，，张晓东又转身冲上楼张晓东又转身冲上楼，，在在
楼道拐角处遇到另外两名跑下来的男子楼道拐角处遇到另外两名跑下来的男子，，其中一人手其中一人手
持大号改锥持大号改锥，，张晓东判断他们是盗窃团伙张晓东判断他们是盗窃团伙，，在抓捕的过在抓捕的过
程中与其展开殊死搏斗程中与其展开殊死搏斗，，被凶恶的歹徒用改锥刺中头被凶恶的歹徒用改锥刺中头
部部，，伤及颅脑伤及颅脑，，倒在血泊中倒在血泊中，，因伤势过重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抢救无效，，壮壮
烈牺牲烈牺牲。。

年仅年仅3030岁的张晓东用生命捍卫了人民群众生命财岁的张晓东用生命捍卫了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产安全。。19961996年年55月月33日日，，张晓东被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张晓东被河北省人民政府批
准为革命烈士准为革命烈士；；55月月99日日，，被公安部追被公安部追
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张晓东牺牲后张晓东牺牲后，，他的妹妹张淑红他的妹妹张淑红
也选择加入公安队伍也选择加入公安队伍，，延续哥哥未完延续哥哥未完
成的理想和使命成的理想和使命。。

2323 年过去年过去，，在开发区分局在开发区分局，，张晓张晓
东用生命践行人民警察初心和使命的东用生命践行人民警察初心和使命的
精神精神，，仍然激励大家不断奋进仍然激励大家不断奋进。。

文文//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郭雅茹郭雅茹
（（据新华社电据新华社电））

“小时候，父亲总是很忙，有时一两个
月才能见到他一次，虽然和父亲相处的时
间不多，但他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贵州
省安顺市平坝区公安局齐伯派出所副所
长杨杰回忆起父亲杨书勤，总有一种复杂
的感情，这种感情主要来源于对父亲英雄
事迹的骄傲和失去父亲的惋惜。

在杨杰的记忆中，军人出身的父亲身
材高大，身姿挺拔，给人安全感。“从小我
就很崇拜父亲，他牺牲的那一年我11岁，
已经懂得了一些事。”杨杰说，“现在我成
为一名人民警察，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杨书勤，1956年出生，河南省内乡县
人，中专文化，1977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
解放军，1979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1年10月复员参加公安工作，在贵州
省平坝县公安局高峰派出所任民警、副指
导员，1994 年 4 月调任刑侦队队长。一
级警司。

1981 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杨书勤
热爱本职工作，刻苦钻研业务，危险时刻
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特别是 1994
年4 月担任刑侦队长后，更加勤奋工作，
带领全体民警顽强拼搏，为打击各种违
法犯罪活动、确保一方平安作出了突出
贡献。他曾荣立个人三等功 1 次，1994
年被评为贵州省公安系统“破案能手”，
并被省政法委、省人事厅授予“先进工作
者”称号。

时间回到1996年5月21日上午，平

坝县公安局接到红湖机械厂公安科电话，
称该厂青年女工田某某的工具箱内发现
一可疑爆炸物品。时任平坝县公安局刑
侦大队大队长的杨书勤当即带领 4 名侦
查员前往红湖机械厂排险。下午4时许，
杨书勤与同事和贵州省公安厅派来的排
爆专家一起顺利将工具箱内的爆炸物
排除。

随后，杨书勤调查发现，田某某的前
夫付某某有重大嫌疑，因为付某某曾在部
队当过工兵，具有较高的爆破技术。两人
因家庭矛盾离婚后，付某某多次对田某某
进行纠缠，且案发前一天有人发现付某某
曾进入过田某某工作的车间。专案组经
过研判分析，嫌疑人付某某很有可能就藏
在田某某家中。

为尽快消除安全隐患，杨书勤迅速带
领 6 名民警前往抓捕犯罪嫌疑人。他冒
着生命危险，第一个冲进犯罪嫌疑人藏匿
的家中，不料犯罪嫌疑人安置的炸药突然
爆炸，杨书勤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战友，
自己却倒在血泊中，当场壮烈牺牲，年仅
40岁。

1996 年 6 月 18 日，公安部根据杨书
勤突出事迹和生前表现，追授杨书勤同志

“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同年
9月18日，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杨书勤为
革命烈士。

文/新华社记者 蒋 成
（据新华社电）

温铎：英勇顽强的公安英模 刘晓东：冲在前面的英雄刑侦队长 杜
庭
斌
：
用
生
命
履
行
职
责

刘瑛：和平年代的忠诚卫士

王志明：身中七弹仍将歹徒压在身下

和贵华：不惧生死勇救3名儿童

杨书勤：爆炸时，他用身躯挡住战友

张晓东：赤胆忠心忘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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