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艾冬，出生在革命家庭，舅舅是战斗英
雄董存瑞。受母亲教育和家庭影响，红色基
因自小就在艾冬内心生根发芽，他梦想着有
一天也能成为像舅舅一样的人，为国家建设
献出自己的力量。

1996年，22岁的艾冬成为一名光荣的
人民警察。从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德外
派出所民警，到办公室信访处民警，再到法
制总队信访支队三中队中队长，从警近24
年来，艾冬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在一桩桩涉及群众利益小事难事处理中秉
持初心，在一件件来信来访办理中践行宗
旨，在一个个诉求电话接听转办中温暖
人心。

然而，无私的生命却意外戛然而止。
2020年2月15日，艾冬在前往单位工作途
中突发疾病送医院抢救，于2月22日凌晨不
幸牺牲，终年45岁。

面对疫情，他冲锋在前

2020年的春节，对艾冬来说，又是一个
异常忙碌的节日。自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
以来，北京市公安局12345分中心全天候安
排人员值守，接收办理电话派单。作为
12345热线“接诉即办”工作负责人，艾冬深
知每一个诉求的严峻与紧迫。他仅在农历
正月廿九的晚上陪着年迈的母亲吃了一顿
饺子，转身便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中。

抗击疫情，就是在和病毒“赛跑”。艾冬
冲在前、干在先，带领同事们加班加点，办理
各类群众诉求近万件。他每日梳理涉及疫
情的电话派单，第一时间转派，第一时间盯
办，第一时间反馈，积极推动诉求解决，确保
做到响应快、办得实，期间共办理疫情类派
单320余件，无一疏漏。

针对群众在疫情防控期间对公安工作
的建议，艾冬接诉后立即转派属地单位，并
指导相关部门协同多方力量因时因地优化
工作措施；针对群众反映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的工作线索，他坚持分类指导、科学施策，处
置多起在疫情防控期间滋事扰民、非法经
营、违规群租，以及散布虚假信息、诈骗捐赠
物资等案件；针对群众关于证照延期等燃眉
之急，他指导相关部门及时为群众答疑解
惑、消除顾虑，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落实在战“疫”一线。

“您老照顾好自己，等疫情结束我就回

家看您。”母亲董存梅回忆起儿子的电话，
忍不住落泪。等老人再见到艾冬时，已是
咫尺天涯……

2月15日，艾冬又像往常一样去单位
工作，出门后突感身体不适摔倒，被紧急送
往医院。经医院诊断，艾冬急性脑出血，持
续近6天全力抢救，还是于2月22日凌晨
不幸牺牲，离开了他挚爱的工作和亲人。

在他发病的那天上午，信访支队值班
文职孙毅给艾冬打电话请示一件电话派单
如何办理，在身体已经极度不适的情况下，
艾冬仍然坚持听完了电话，办完了他人生
中最后一个派单。这就是艾冬，战斗到生
命的最后一刻。

“交给我吧，您放心！”

“交给我吧，您放心！我是小艾。”6年
基层派出所、11 年人民信访接待、6 年
12345市民服务热线办理，无论在哪个岗
位，艾冬始终坚持从解决群众实际诉求入
手，着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
他是派出所辖区老百姓身边的自家人“小
艾”，也是信访群众信赖的“艾警官”。

在派出所担任社区民警时，艾冬扎
根社区，宣讲“防火、防盗、防骗”等
安全防范知识，落实群防群治措施，帮
助辖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与大家建立
了深厚友谊。他所负责的延安大院和马
甸南村社区连续多年“零”发案，受到
辖区居民广泛好评。在担任警区警长
时，遇到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他总是
带着民警凌晨三四点钟就爬起来去蹲

守，案子不破决不收兵。
“艾冬总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排忧解

难。很多居民把他当作家里人，老远见到他
就热情打招呼说‘小艾来了’。”与艾冬相识
24年，曾同在德外派出所工作的信访支队民
警曲宏志如是说。

勤奋源于良好的家教。母亲董存梅总嘱
咐艾冬：“工作要上进，对自己要求要高，路不
能走偏，关键时刻要冲得上去。”工作中，艾冬
将自己作为英雄后辈的荣光珍藏在心中，落
实在脚下。同事眼中的艾冬，说话快、走路
快、办事快，工作起来像踩着风火轮，大家公
认的“拼命三郎”。

“艾冬敏感意识强，在办理派单时认真细
致审核，多次发现案件线索，转有关部门处理
后，有力维护了社会安全稳定。”信访支队副
支队长陈威回忆道，2018年，12345热线收
到市民举报电话，反映在一个郊区的偏僻地
方有一辆农用车，里面总是传来电台的声
音。艾冬听到后感觉其中另有蹊跷，立即将
线索反馈相关单位，经过侦查，根据这一线索
一举捣毁了一个“黑电台”窝点。

秉承“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的工作
理念，艾冬带领同事们认真做好接单、派单、
督导、反馈等工作，确保件件有记录、有答复、
有回访、有督办、有考核。6年来，他们累计
完成接单派单任务近33万件，办结率、回复
率均为100%，2019年艾冬被评为首都公安
年度“法制之星”。

爱生活的大哥走了

“工作这么多年，我从来没见他有过畏

难情绪，嘴边最常说的就是‘我能扛’，从
没说过‘不’，从没叫过苦。”信访支队支
队长康健和艾冬的办公室斜对门，经常看
见放心不下工作的艾冬回到办公室加班加
点处理派单，“晚上10点、11点，听见外
面有响动，开门一看准是艾冬回来了。这
是我碰见的，知道他加班了，还有那么多
我们没碰见的，谁也不知道他又忙到
几点。”

在工作岗位上主动担当的他，始终保
持着对生活的热爱。艾冬的微信名叫“爱
生活”，他总是从点滴做起，扮靓小家、温
暖大家。春节期间，12345“接诉即办”
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来单位坚守，艾冬买来
很多中国结、“福”字装点办公环境，为阻
击疫情的战役增添温馨。他跟同事开玩笑
说：“疫情期间不让串门，你看我给你们布
置的小环境，是不是在单位也有过年的氛
围啊？”

工作间隙，艾冬关心在岗同事们的身体
健康，为大家购买口罩、护目镜、药皂等防护
用品。“艾哥，不敢相信您真的离开我们了，
我的办公桌上还留着您给我的护目镜，嘱咐
我做好防护。最最贴心最最慈爱的他，永远
都为别人考虑，我最敬爱的大哥，一路走
好！”与艾冬一个办公室的文职队员陈加加
在朋友圈写道。

艾冬走了，他把融于血脉的红色基因体
现于“关键时刻冲得上”的忠诚担当，把根植
于内心的为民情怀体现于做好群众工作中，
诠释了人民警察的崇高理想信念。近日，公
安部追授艾冬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称号。

续写人民英雄的新篇章
——追记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信访支队民警艾冬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2月27日下午4时20分，病床上的孟宪
升从昏迷中醒来，听到手机在响。陪护在旁
的妻子告诉他，是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群下发通知。已经无力操作手机的他，让妻
子立刻转发给同事，之后又陷入昏迷。

那是孟宪升与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次对
话。2月28日零时12分，病情急剧恶化的
孟宪升不幸去世，生命定格在47岁。

作为河北吴桥县于集镇党委书记，孟宪
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总能为身
边人带来温暖和力量。“我们是基层党员干
部，群众经常看到你，才会给他们带来更多
战胜疫情的底气和信心。”于集镇镇长蔡立
群时常想起孟宪升说过的话。

疫情发生后，孟宪升一直24小时在岗，
像战士一样斗志饱满，每天穿梭在全镇40
个村中。这让很多人忽视了他的身体，在孟
宪生的文件包里，每天都装着一袋中药。

于集镇交通发达，过往车辆多，人员流
动大，这为疫情防控工作带来不小压力。农
历除夕，孟宪升即投身战“疫”，在他推动下，
于集镇成立党员先锋队40个、志愿服务队
40个，村村划分党员责任区，镇村两级干部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对所有村庄人员一

轮又一轮地毯式排查。他常说，只有下沉到
一线，才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于集镇于南村每年都有一批村民赴天
津打工，今年受疫情影响，本应2月1日返程
的51名务工人员被困天津。孟宪升得知后
不仅担心乡亲们的安全，更担心务工者自行
返乡带来感染风险，危及更多群众。他先安
排两名班子成员去天津接洽，做好各项防控
检测，又紧急组织11辆轿车，将51名务工人
员“点对点”接回。回乡后，这51人被直接
送至医院体检，检测结果一切正常后，才送
归各家实行居家隔离。

于集镇以农业为主，有11个贫困村、
596户贫困户。疫情之下，保障乡亲们生活
需要，有序推动春耕春播、复工复产，让贫困
群众早日脱贫致富，是孟宪升的心愿。

进村督导抗疫工作时，他发现一线防疫
物资匮乏，就说服家人，将女儿想方设法买
到的口罩和测温枪捐出来，分发给一线防疫
人员；有村干部向他反映群众吃菜难问题，
他立即走遍镇上几家超市了解供应情况，在
各村建立村党支部书记帮办采购制度；担心
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弱势群体生活困难，他开
通“热线”，直接受理群众需求，并面向困难

群众开展日需帮购、上门服务……
脑子里装满工作，但孟宪升很少顾及自

身。去年6月，他曾因身体水肿和糖尿病住
院10天。“工作中像个‘拼命三郎’，看不出
他是病人。”于集镇人大主席范文超回忆说，
一天晚上，正在值班的孟宪升接到村干部紧
急电话，称两名青年在体温异常、有发热症
状情况下，硬要闯卡进村。接到电话后，他
火速赶到现场，做通青年工作，带他们到镇
医院全程陪同检查。当得知他们是因扁桃
体发炎导致发热后，孟宪升当场对两名青年
批评教育，并将情况及时上报。

处理完这件事已是深夜，孟宪升拖着疲
惫的身体返回镇上。天一亮，他又出现在一
线卡点。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每天喝一袋
中药的他，连续34个日夜坚守一线。

“按照医嘱，春节后他要定期复查，但面
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复查的事一拖再拖。”妻
子孙秀哲说，最后几天，孟宪升连中药都喝

完了，没时间再去开，总说等等，再等等，忙
完这阵就去。

2月24日，孟宪升感觉精力不济，讲话
有气无力，同事催他快回家休息，被他拒
绝。26日下午5时左右，奔波一天的孟宪升
再次感到身体不支，手不停地抖，笔记本上
的字变得东倒西歪。在同事力劝下，他安排
好相关工作才同意去医院检查，临行前，还
不忘带上疫情防控文件资料。

2月27日入院后，孟宪升很快陷入昏
迷，被确诊为脓毒血症，医院直接下达了病
危通知书。中间少有的几次清醒，是他对战

“疫”胜利的期待——
如果他的生命还能再长一点，就能看见

雨辰液压、宏达塑钢等一批项目投产达效；
如果他的生命还能再长一点，就能看见于集
镇万亩花生园蓬勃生长；如果他的生命还能
再长一点，一定能看见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最
终胜利……

用生命践行誓言
——追记河北吴桥县于集镇党委书记孟宪升

本报记者 陈发明 通讯员 哈聪杰

巾帼税务勇担当
本报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通讯员 孙晓斌

面对突然而至的疫情，天津有这样一群女税务人，她们
舍小家为“大家”，坚守工作一线；她们自发捐款，为驰援
武汉筹集物资；她们主动请缨，下沉社区扶困解忧……她们
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虽然角色可以转变，但肩上的责
任却始终坚守。

战“疫”警报拉响后，开发区税务局办公室主任尹春华
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先行返岗，主动扛起防控后勤保障任
务，第一时间了解干部返程情况，积极筹备防控物资，在物
资紧缺的状况下，为返岗同事及时准备口罩、测温仪、消毒
液等防护用品。尹春华每天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
24小时开机，随叫随到，在同事眼中，尹主任既是个“大
管家”又是贴心人。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凌晨归家，无惧风
雪，6小时后再出发。各自坚守，同心抗击，打得它落花
流水”，这是王莉莉在朋友圈发的文字。作为武清区税务局
办公室主任的她节后提前返岗并加班加点，无论是召开视频
会还是布置人员管控，她始终保持着昂扬的精神状态。

天津蓟州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的李猜与身在国外的朋友
组成志愿团队，自发捐款和筹集物资驰援武汉。不能亲自在
海外采购的李猜，主动承担了核实信息、确定捐助对象和联
系运输事宜等任务。截至2月28日，李猜和她的爱心团队
前后共买到符合使用标准的防护服212件，口罩40件，送
抵武汉紫荆医院等9家防疫物资紧缺的医疗机构。

最是风雨见初心，最是危难显担当。在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役中，巾帼税务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凝聚温情，汇成春日里
的一股暖流，用自己的奉献扶困解忧彰显使命担当。

图为民警艾冬在舅舅董存瑞雕塑前合影。 （资料照片）

民警程腾飞：

千里单骑为抗“疫”
本报记者 柳 洁 通讯员 严洪波

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武汉海关暂时关闭，一批定向
捐赠给湖北汉川市的防疫物资，已从英国启程，就近发往
郑州机场。这对防疫物资奇缺的汉川来说，无疑是雪中
送炭。

2月7日上午，汉川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下达任务给汉川
市公安局。汉川市公安局政委李伟迅速将这一任务交给了中
洲派出所32岁的民警程腾飞。

“在保证绝对安全前提下，尽快将这批防疫物资运回汉
川，以解抗疫一线燃眉之急。”李伟对程腾飞直接下达紧急
命令，要求他迅速奔赴郑州运回这批物资。

“保证完成任务！”2月7日下午4时，程腾飞将自己的
小车撤掉后排座椅，腾出空间并整车消毒后，带上通行证等
相关证明和郑州机场海关提货清单，独自驾车启程。

历时10个小时，单程64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后，程腾
飞于2月8日凌晨2点顺利到达郑州机场。

凌晨5点多钟，等待机场海关上班的程腾飞饥肠辘辘，
这才想起已经16个多小时水米未进。他在机场找到开水泡
上面，很快吃净。

海关开门后，程腾飞第一个办理提货手续。中午12
点，17箱捐赠给汉川的货物终于提运出来。程腾飞马上拆
掉外包装纸箱，分散装车。12点40分，645套医用防护
服、1000个Ｎ95型口罩全部顺利装上车。

归心似箭的程腾飞，顾不上吃午饭，迅即踏上归途。因
为怕耽搁时间，一瓶冰冷的纯净水成为他千里单骑的唯一

“食品”。对他来说，最好的休息是在疫情防控卡口下车接受
检查。

2月8日晚8点左右，程腾飞驾车满载着防疫物资，安
全抵达汉川市疾控中心。

一碗泡面，一瓶纯净水，3小时睡眠，历时28小时往
返行程近1300公里，程腾飞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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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杆箱已“确认收货”
本报记者 孙潜彤 通讯员 叶 青

“我们收到了你们捐赠的87个拉杆箱，来自家乡的爱心
捐赠让我们备感温暖，更觉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3月15日，辽宁省人民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全体87名
队员给家乡发回一封致谢信，感谢沈阳市铁西区委统战部、
区光彩事业促进会紧急为他们采购的爱心拉杆箱。

3月9日当天，辽宁省人民医院支援湖北的87人医疗团
队匆忙启程，由于时间紧张，很多医疗队员甚至没能回家收
拾行装，就直接奔赴前线。虽然抵达后，当地医疗部门提供
了充足物资，但是没有行李箱，个人物品收纳成了难题。

得知这一情况，铁西区委统战部立即发出紧急动员令，
号召区光彩会广大会员为奋战在防疫一线的家乡医务人员提
供针对性帮助，让他们全身心投入到战“疫”工作中。紧急
动员得到了光彩会会员的积极响应，当日下午就收到捐款
44100元。

经光彩会工作人员多方联系行李箱厂家，购买到符合要
求的87个行李箱。可是，如何运输却成了问题。按照物流
公司疫情防控要求，除防疫物资外的物品不能发往湖北。经
多方沟通，最终通过顺丰物流开辟的“绿色通道”将行李箱
和衣物空运到湖北。

3月15日，贴着卡通爱心符号的87个行李箱送达湖北
宜城市和南漳县的医务人员手中。“家乡人民事事帮我们想
得周到，除了有点想家，生活上没啥可操心的。”一位医疗
队员说。

战争年代，艾冬的舅舅董存瑞用

生命定格了英雄形象；和平年代，艾

冬则用自己的生命谱写出一名基层

民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

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