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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1973年，芦振龙出生于山东聊城，
1998年7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进入
重庆市公安局高新区公安处（后并入九
龙坡区公安分局）石桥铺派出所任户籍
民警。牺牲前，芦振龙既爱岗敬业，又肯
钻研业务，担任户籍警后，他深入调查研
究辖区情况，写成论文《暂住人口管理问
题探析》。在所里，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待人热情，受到群众和同事一致好评。

1999年5月27日，芦振龙到他管辖
的兰花村传唤前一晚聚众赌博、持械斗
殴的嫌疑人魏某。下午6时35分，他来到
魏某回家必经的路口等候。10分钟后，魏
某驾驶一辆黑色摩托车出现在路口，看
见民警，魏某慌忙弃车而逃，芦振龙立即
奋勇直追。魏某随即钻进了附近的一条
僻静小巷，芦振龙追进小巷200米处，眼
看就要逮住魏某，没料到身后突然窜出6
个手持尖刀的年轻人，他们正是魏某犯
罪团伙的另外几名骨干成员。

面对7名亡命徒，芦振龙凛然不惧：

“我是派出所户籍民警，我依法传讯魏某，
你们不要乱来！”这伙歹徒壮着胆子嚷道：

“你独身一人，还敢跟我们对抗，今天要你
服气！”说着便举刀朝芦振龙砍去，芦振龙
虽抓住前面一个歹徒，但侧面的歹徒一刀
砍中了他的前额，鲜血喷溅而出。

此时的芦振龙努力睁开被热血蒙
住的眼睛，他用左手抓住歹徒的利刃，
与歹徒英勇搏斗。这时，又一歹徒挥起
尖刀朝芦振龙刺去……

歹徒行凶后仓皇逃窜。附近的村民
们闻讯赶来，将身中21刀的芦振龙送
往医院抢救。5月28日凌晨4时45分，
芦振龙永远停止了呼吸，年仅25岁。

芦振龙的英雄事迹很快传遍了重
庆的山山水水，同年6月1日清晨，重
庆高新区万人空巷，10余万名群众戴
着白花自发为芦振龙送行。芦振龙后
被公安部追记“一级英模”称号，重庆市
委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2007年
12月，芦振龙的血衣和警官证被认定
为国家一级文物。

芦振龙牺牲后，重庆市政府在彩云湖
湿地公园为他修建了纪念陵园，并竖立铜
像，以寄哀思。每年的清明节和烈士纪念
日，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干警都会到陵园举
行纪念仪式，让昔日的战友在雕像前同烈
士说说话，让刚参加公安工作的新鲜血液
感悟烈士精神，传承烈士遗志。

文/新华社记者 周闻韬
（据新华社电）

芦振龙:勇斗歹徒的孤胆英雄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一面
南朝鲜首都师“白虎团”团旗见证着中国
人民志愿军的英勇事迹，背后的故事被
改编为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和电影
《奇袭》，主人公“严伟才”的原型就是中
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杨育才。

杨育才，1926年生于陕西勉县定
军山镇杨家山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949 年 4 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195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
6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杨
育才很快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侦察
排的副排长，因机智勇敢被战友们亲切
地称作“飞毛腿”“大力士”“小诸葛”。

1953年7月金城战役打响，杨育才
奉命率小分队执行“虎口拔牙”——突
袭南朝鲜军精锐部队首都师第1团“白
虎团”团部任务。13日晚，他乔装成“美
国顾问”，12名侦察员化装成护送“顾
问”的敌军，直插敌纵深。他们冒着敌军
密集的炮火，沿着侦察路线插入敌军高

地。在行军途中，杨育才抓住一个落单
的敌军士兵，巧妙获知了敌军的联络口
令，并顺利通过敌人几道岗哨盘查。

进入“白虎团”团部驻地时，小分队
被停在公路上的敌军首都师机甲团第2
营车队阻隔。杨育才果断指挥袭击，趁
敌人慌乱之机，冲过公路，直扑“白虎
团”团部二青洞。杨育才指挥小分队三
个组分头作战，冲进敌警卫室、会议室，
打得敌人措手不及，仅用十几分钟就结
束了战斗，毙伤敌机甲团团长以下97
人，俘敌军事科长、榴炮营副营长等19
人，缴获李承晚亲自授予“白虎团”的

“优胜”虎头旗，圆满完成突袭任务，为
金城反击战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突出
贡献。

1953年10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
军领导机关为杨育才记特等功，1954
年授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称号。朝鲜民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
委员会也授予杨育才“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
国旗勋章。

回国后，杨育才历任中国人民解放
军连长、营长、副团长、师副参谋长、副
师长等职，是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四、第五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9年5月26日
在北京病逝。

文/新华社记者 李 浩
（据新华社电）

杨育才:奇袭白虎团的战斗英雄

1948 年，周林志出生于四川省
蓬溪县，1969 年 4月参加公安消防
部队，1971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重庆市公安消防一中队战
士、四中队队长、江北分局消防科
副科长，1990年 9月转业任民航四
川管理局公安处民警、消防科科
长，1997 年 5月任民航重庆管理局
公安局消防科科长。

自1969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周
林志三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恪尽
职守，为消防事业呕心沥血，他曾多
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

1999年6月13日21时50分，十
余名持刀歹徒在重庆市江北区民航家
属院内调戏妇女，并围攻、殴打前来
制止的民警和保安人员。此时，正生
病在家休息的周林志闻讯后，毫不犹

豫地冲出家门，与其他人一道，赤手
空拳与持刀歹徒展开殊死搏斗。期
间，周林志不幸被一名歹徒刺中腰
部，但他仍强忍剧痛，死死扭住歹徒
不放，终因伤势过重倒在地上，壮烈
牺牲，终年51岁。他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诠释了人民警察大义凛然、不怕
牺牲的英雄气概。

周林志牺牲时，女儿周琰刚满
20岁，正临近大学毕业。父亲牺牲
后，周琰立志接过父亲的接力棒，
毅然加入了重庆机场公安队伍。从
警20年来，周琰一直从事基层一线
工作，先后在机场派出所、刑事侦
查支队、特警支队工作，凭着一股
子坚韧与执着，她从普通民警成长
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平日里，无
论是摸爬滚打搞训练，还是风吹日
晒站值守，周琰总是一身戎装，表
率在前。

“机场是城市的门户，安全上要严
防、严控、严打，我们机场警力跟着
航班走，特警更是24小时值守，工作
十分辛苦，但换来的是辖区的平安、
群众出行的平安，感觉很有成就感。”
周琰说。

文/新华社记者 周闻韬
（据新华社电）

周林志：用生命践行誓言

葛汉斌，河南省商城县人，汉族，高
中文化。1979年10月参加工作，1980
年7月参加公安工作，1990年11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河南省平顶山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民警，机动大队副大队
长、大队长，三级警督。

1999年7月15日16时许，平顶山
市天使集团职工陈国民带着女儿在交
警支队附近的河岸游玩，为打捞女儿的
一只鞋子，不慎落入水中。时值湛河汛
期，水位上涨，上游的白龟山水库正开
闸放水，陈国民很快被激流冲到新华路
桥东侧的橡胶拦水坝。

16时10分，时任交警支队机动大
队大队长葛汉斌接到市公安局110指
令，称交警支队南边的橡胶坝有人落
水。接到指令后，葛汉斌大步冲出位于
一楼的办公室，一边跑一边甩掉身上的

衣服，到岸边后纵身跃入水中，向落水
者游去。

在橡胶坝坝底，葛汉斌同激流展开
英勇搏斗，奋力搜寻落水群众。但他被
河里的漩涡卷来卷去，逐渐体力不支，
最终被卷入河底。由于无法靠近激流
中的漩涡，随后赶来的支队民警和其他
救援力量在河两岸扯起长绳，拉着绳子
跳入水中进行搜救。当葛汉斌被托出
水面时，他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葛队长出生在长江边上，水性很
好。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橡胶坝底下有
漩涡呢？是救人的本能推动着他义无
反顾地跳进河里。”曾和葛汉斌共事的
民警赵彦伟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如果
他遇到漩涡时及时后撤，是有生还希
望的。但他没有，反而扑向更深处的
漩涡。”

葛汉斌1980年参加公安工作以
来，一直战斗在交通管理执勤执法第一
线，恪尽职守，任劳任怨，严格执法，为
警清廉，创造了一流的工作业绩，多次
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被评为“河南省
优秀人民警察”。1999年8月24日，葛
汉斌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
范称号。

文/新华社记者 何 娟
（据新华社电）

葛汉斌：为救落水群众献出生命

胡宗亮，男，1944年生，湖南省益
阳市人，高中文化。1964年12月参加
中国人民解放军，1965年3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76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
参加公安工作。历任湖南省郴州市公
安局交警队队长，许家洞派出所指导
员、党支部书记、所长，二级警督。
1999年9月30日，被追授全国公安系
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吴娅莉，女，1956年生，湖南省长沙
市人，高中文化。1973年3月参加工作，
197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9
月参加公安工作。历任湖南省郴州市公
安局许家洞派出所民警、副教导员、教
导员，三级警督。1999年9月30日，被
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1999年8月13日，郴州市爆发特
大山洪。胡宗亮、吴娅莉一大早就带领
全所民警投入抗洪抢险斗争，冒着生命
危险解救遇险群众，帮助转移财产，连
续奋战8个小时。

“父亲当时已经从所长位置上‘退
二线’，但他一直说自己还是党支部书
记，必须要带头做事。事发当天，其实
他已因病请好假准备去医院，看到那么
大的洪水，他还是回到了所里。”胡宗亮

的儿子胡涛回忆。
当天中午，许家洞大桥发生重大险

情，胡宗亮、吴娅莉率队火速赶到现场，
设置警戒线，劝说疏散过路、围观群众到
桥头安全区。不久后，大桥突然崩塌，胡
宗亮、吴娅莉不幸随同断裂的大桥卷入
激流中壮烈牺牲，而群众无一落水。

1999年8月17日，郴州市为胡宗
亮、吴娅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数千
名群众自发挤进追悼会现场哀悼英烈，
上万名群众肃立在市区马路两旁目送
载着英烈遗体的灵车。

受父亲影响，胡涛从小就梦想从事
公安工作。警校毕业后，他如愿穿上警
服，如今已成长为郴州公安扫黑除恶工
作干将。“选择了公安这个职业，就是要
以父亲为榜样，老老实实做事，清清白
白做人。”他说。

胡宗亮、吴娅莉牺牲后，郴州市公安
局苏仙分局每年清明、春节都会登门看
望他们的家人，送上慰问金，帮助解决实
际困难。苏仙分局还多次组织民警为两
名英烈扫墓、献花，传承弘扬公安英烈奉
献精神，坚定广大民警理想信念。

文/新华社记者 谭 畅
（据新华社电）

胡宗亮、吴娅莉：激流中的丰碑
“我们做警察的，遇到困难总是想

着冲在第一线，王进20年前就是这样
牺牲的，一切都好像刚刚才发生。”如
今，回忆当初同一个派出所的战友牺
牲在抓捕现场，时任派出所副所长的
冉启忠心里依旧无比悲痛。

王进，1970年生，贵州省铜仁市
松桃苗族自治县人，土家族。1990年
7 月，王进考入贵州省人民警察学
校，1992年8月参加公安工作，在贵
州省松桃县公安局永安派出所任民
警，三级警司。

时间倒回至1999年，这是王进参
加工作的第7年。当年8月初，松桃
县永安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称，一名
在逃人员正在永安乡一家饭店用餐。
接报后，副所长冉启忠立即组织民警
和联防队员前往抓捕。

抓捕过程中，在逃人员李某周暴
力拒捕逃脱，沿着公路向山坡拼命逃
窜。情急之下，追捕民警鸣枪示警。

此时，因病在家休假的王进听到
了枪声。凭着多年的职业敏感和工作
责任心，他立即冲出家门朝枪响的地
方跑去。通过围追堵截，在逃人员李
某周被逼至穷途末路。

就在这样的紧急时刻，跑在前面
的联防队员正要上前抓捕，王进立马
示意：让我上前，你在后面。

就在王进直扑过去抓住在逃人
员李某周的一瞬间，丧心病狂的李
某周掏出自制的黑色炸药包，并拉
开拉火环。炸药包在很短时间内爆
炸，李某周当场毙命，王进壮烈牺
牲。牺牲时，王进29岁，他的女儿
刚满两岁。

自参加公安工作，王进始终牢记
并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勤勤恳恳，恪尽职守，秉公执
法，清正廉洁，默默奉献。他曾受到
嘉奖，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人。1999
年 10月，王进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
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每年有新同事参加工作，我都会
把战友王进在工作中那些甘于奉献的
事迹讲给他们听，希望后来的年轻人
从王进这样的英雄身上感悟精神、学
习业务，为社会和谐稳定、群众安居
乐业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冉启
忠说。

文/新华社记者 汪 军 施钱贵
（据新华社电）

王进：抓捕逃犯壮烈牺牲

2013 年 3 月 23 日 ， 习 近 平
总书记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
学院发表演讲时提出，“人类生活
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
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
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
同体。”

当今世界，人类正处在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面对“世界怎么了？
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习近平
总书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髓，继承人类社会发展优秀成果，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
当今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实现人
类社会和平永续发展，提出了中国
理念、中国方案。

从联合国纽约总部到日内瓦总
部，从博鳌亚洲论坛到瑞士达沃斯
论坛，从二十国集团峰会到中国共
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习近平

总书记通过多个重大国际场合，深
刻阐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丰富内涵，就是要坚持对话协商、
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
绿色低碳，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
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
丽的世界。

建设更加繁荣美好的世界，是各
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
价值追求，汇聚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
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为
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
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得到国际社
会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成为中国引
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
鲜明旗帜。

文/齐 声
（新华社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72
名来自不同领域的文艺工作者参加。
这是继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我
们党召开的又一次关于文艺工作的重
要会议。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
讲话，深刻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
的地位作用和重大使命，创造性地
回答了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
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
对新时代做好文艺工作作出了全面
部署。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
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
时代的风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
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
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
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度认识文艺
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承担的历
史使命和责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努力创造更多无愧于时
代的优秀作品，弘扬中国精神、凝聚
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
勃迈向未来。

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五年多来，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指
引下，我国文艺工作取得丰硕成果，
文艺创作持续繁荣，文艺事业欣欣向
荣，文艺界展现出新面貌新气象，不
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培
根铸魂。

文/齐 声
（新华社电）

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

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顶层设计，在我
国社会主义法治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义。

《决定》 指出，依法治国是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
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
长治久安。因此，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立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实际，直面我国法治建设领域
的突出问题，第一次以中央全会
决定的形式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作出重大决策。

《决定》旗帜鲜明提出坚持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明确了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决定》对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
治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作出了全面部署，
系统回答了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关系
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新
形势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纲领性
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
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按下了

“快进键”、走上了“快车道”，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法治
保障。

文/齐 声
（新华社电）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01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决
定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打破了
一些人对党惩治腐败“刑不上大夫”

“反腐有禁区”的臆想和疑虑。
腐败是社会毒瘤，是我们党面

临的最大威胁。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
现象。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
最终必然亡党亡国。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不得罪成百上千的腐败分
子，就要得罪十三亿人民。这是一
笔再明白不过的政治账、人心向背
的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以猛药去疴、重典
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
腕的勇气，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
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

“拍蝇”“猎狐”。十八届中共中央批
准立案审查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
其他中管干部440人，严肃查处了
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

厚、孙政才、令计划严重违纪违法
案件。从党的十九大闭幕至2018年
底，先后有77名中管干部被立案审
查调查。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
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
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取得了
压倒性胜利。

我们党反腐败决不是看人下菜
的“势利店”，不是争权夺利的“纸
牌屋”，更不是有头无尾的“烂尾
楼”。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
杂的、艰巨的任务，不能有差不
多、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必须
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有
力削减存量、有效遏制增量，坚定
不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
底，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
利，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
朗朗乾坤。

文/齐 声
（新华社电）

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