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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哈尔滨
市南岗公安分局和兴路派出所民警宋滨喜
与持刀歹徒搏斗身负重伤，不幸牺牲。这位
普通社区民警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鲜血
铸就了一座人民警察的丰碑。

宋滨喜生于1968年1月，1987年10月
参加公安工作。

2008年10月18日20时26分，和兴路
派出所接到哈尔滨市公安局110指令：文兴
街57路公共汽车终点站附近有人被打。值
班民警宋滨喜、张正球迅速出警。

到现场后，报警人蒋某夫妇称三个满身
酒气的人无故滋事，将蒋某打伤，其中两人
已在民警到来之前逃跑。根据被害人指认，
宋滨喜和张正球将没来得及跑掉的高东
堵住。

高东见无路可逃，突然抽出尖刀刺向民
警。寒光一闪，宋滨喜本能地将张正球挡在
身后，刹那间胸口鲜血喷涌而出。在与歹徒

的搏斗中，张正球也被刺伤。
因顾虑周围群众安全，民警并未对犯罪

嫌疑人开枪。宋滨喜不顾胸前流血，死死地
抱住高东大腿，张正球强忍腰部伤口的剧痛
将他扑倒，两人用尽最后的气力将其制服。

支援民警赶到后，宋滨喜已伤重昏倒在
血泊中，但双手仍死死抱住犯罪嫌疑人。

11月3日，因伤势过重，在与死神顽强
战斗了16个昼夜后，宋滨喜不幸牺牲。

宋滨喜牺牲后，数千群众自发到派出所
吊唁。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他为革命烈
士，人社部、公安部追授他“全国公安系统一
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

“在面临困难和危险的时候，他总是冲
在最前面，工作中更是抢在前、干在先。”和
兴路派出所民警李洪奇这样描述他认识的
宋滨喜。

2006年冬，派出所辖区内发生一起杀
人案，疑犯将凶器扔在了白家堡的一片荒地
里。当天刚下过雪，气温零下20摄氏度。
为了找到凶器，宋滨喜凭借微弱的路灯光，
在雪地里一寸一寸地搜。几个小时后，他终
于找到凶器时，双手已经冻僵，连刀柄都握
不住了。

“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做警察就要做
出警察的样子来。不一定有人说我好，但我
要保证没有人骂我。”宋滨喜常这样说。

文/新华社记者 梁书斌
（据新华社电）

李宏专牺牲已经12年，当地干部群众一直没有忘记这位
英雄。

李宏专，彝族，生于1978年，云南省蒙自人。2000年9月
从红河州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后到蒙自公安局交警大队工作，
2007年9月任蒙自公安局交警大队芷村中队中队长。工作期
间，他先后荣立集体三等功1次，获市局嘉奖2次；他曾担任负
责人的红河广场岗亭被授予“全国青年文明号”。

面对危险，李宏专一向冲锋在前。2008年11月16日晚，
李宏专与妻子付树梅打算去给中队民警们买些御寒的衣被，19
时30分左右，他们经过蒙自月牙塘附近的振兴商场时，突然听
到一阵急切的呼救，李宏专定睛一看，发现一名男子正在抢劫一
名女性手上的金手链。

李宏专迅速冲上前将嫌疑人摔翻在地，就在这一瞬间，嫌疑
人的同伙从旁边冲过来用刀刺向李宏专胸部，劫匪的刀刺穿了
他的心脏，鲜血顿时喷涌而出，但身负重伤倒在血泊里的他仍然
紧紧抓着劫匪。

由于刺中要害部位失血过多，李宏专渐渐没了力气，劫匪乘
机逃脱。付树梅看到丈夫倒在血泊后便迅速冲过去扶他，李宏
专用微弱的声音对她说：“不能让他们跑了。”这是李宏专对妻子
说的最后一句话。

李宏专被急救车送往红河州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抢救，最终
因心脏贯穿伤引起失血性休克抢救无效，于2008年11月16日
19时50分英勇牺牲，年仅30岁。

李宏专壮烈牺牲的噩耗传开，当地干部群众以及他生前领
导、同事们都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中。2008年11月20日上午，
上万名群众参加了李宏专英烈告别仪式，并自发向他年迈的父
母捐款。

李宏专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奋战在公安交通管理的第一线，
创造了辖区事故高发路段交通纠纷处理“零投诉”的纪录。仅
2007年9月以来，他就带领民警累计查验机动车7000余辆次，
查处交通违法行为50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查获盗抢
车辆4台。

2009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联合发文，追
授李宏专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

文/新华社记者 曾 维
（新华社电）

“爸，我一定会好好生活，一定会照顾好
妈妈，孝敬爷爷奶奶，做一个像你一样热爱
生活的人。”11年前的冬天，在成都市大邑
县西岭雪山脚下的金土坡公墓，谭琳玲在父
亲谭东墓碑前做出承诺。

谭东，男，1963年出生，1986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生前系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西岭执勤组组长。

1999年，谭东脱下军装，穿上警服，成
为一名普通民警。他忠诚人民公安事业，扎
根基层，长年战斗在海拔3000米以上、条件
艰苦的高寒地区。2004年，谭东轮岗到西
岭执勤组。西岭执勤组辖区包括60多公里
的崎岖山路，10多公里的乡村道路，人流量
大、路况复杂，他始终发扬部队的优良传统
和作风，爱岗敬业，勤奋工作。

2008年12月29日晚，谭东接警出勤，
在落水群众生命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纵身
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中，经过10多分钟的

努力救起了落水者。第二天，他患上严重的
感冒，考虑到人手太少，又临近元旦，执勤任
务繁重，他没有请假休息。2009年1月5日
晚，谭东昏倒在工作岗位上，经抢救无效不
幸去世。

追悼会那天，数百名群众自发赶来悼念
这位人民的好警察。

“冰封雪冻禁不住，唯有热血暖人间”“军
警生涯赢口碑，孝子慈父好丈夫”……一个个
花圈，一副副挽联，寄托着人们的哀思，讲述
着英雄的故事。司机祝林不会忘记，2008年
12月29日，他驾驶着小轿车从桥头翻进河
滩，黑暗中又失足落入冰冷刺骨的引水暗
渠。“我们不能让他死去！”冬雨淅沥，是谭东
脱下外套，将救生绳绑在自己腰间，纵身跳入
湍急的冰水中，拼命把冻僵的他救了出来。

大邑县村民伍泽述不会忘记，2005年
3月20日，他驾驶着摩托车在景区道路上
与一辆货车相撞，生命垂危。是谭东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嘴对嘴地将他口中的污血污物
清除，并及时对他实施心肺复苏术，为医生
挽救他的生命赢得了时间。

谭东牺牲后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
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被四川省委追授为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成都市公安局在全市
公安机关发出向谭东学习深入开展“大走
访”爱民实践活动的号召。

文/新华社记者 吴晓颖
（据新华社电）

香格里拉——滇西北高原最圣洁最迷
人的地方，藏语译为“心中的日月”。为了让
香格里拉成为各族群众的幸福家园，24年
间，迪庆军分区原副司令员龚曲此里用从不
停歇的脚步，丈量滇西北高原的每一寸土
地，全身心投入藏区的发展稳定，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

拉萨“3·14”事件发生后，他翻雪山、进
牧场、入村社、访寺庙，整整4个月时间，跑
遍了迪庆藏族自治州3个县29个乡镇，宣
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当作完第46
场报告后，他虚脱得瘫坐在草地上。

龚曲此里把人民的利益装在心里，群众
不脱贫就寝食难安。他带领当地200余户
群众科学种养殖，从平整菜畦、播撒菜种，到
浇水施肥、搭设菜架，手把手地教他们种
菜。在龚曲此里的努力下，迪庆街头破天荒
出现了卖菜的藏族村民，还涌现出了蔬菜专
业化生产村，先后建特色养殖场21个。他
积极普及文明新风，带领医生们逐一给村民

量体温、测血压，详细询问病情后对症送药。
为了打通泽通村出山的公路，年近半百

的龚曲此里带着由民兵组成的突击队，开山
炸石、垒坎、推路，17次爬上数十米高的悬
崖，打炮眼、装炸药，半年时间修通了长达
15公里的盘山公路；为了让新阳村和腊仁
村民喝到干净水，龚曲此里带着8名民兵，
历时9天，在28公里外的崩池山下找到水
源。大冬天，施工3个多月，为乡亲们铺设
了一条长达28公里的引水管道。

他和老人尼布谈心时，得知村里25个
70岁以上老人想到北京去看看，就取出家
里仅有的8000元存款，又到县民政局协调
一笔经费，让老人们到北京观光。他还资助
贫困孩子康秀英、吉心梅从小学上到大学，
收养孤儿洛桑顿珠直到长大成人。

2007年，在分区副司令员岗位上已届
10年的龚曲此里，到了规定的最高任职年
限，可以到宜人的昆明安度晚年。但他以自
己对藏区熟为由，请求上级批准他继续留在
高原工作。

2008年，迪庆遭遇50年不遇大雪，一
连十多天，龚曲此里和战士们一起，用铁锹
一铲一铲地清除积雪……

2009年，年仅54岁的他，因长期过度
劳累突发心肌梗死而殉职。2010年8月，
中央军委追授龚曲此里同志“促进民族团结
进步的优秀干部”荣誉称号。

文/新华社记者 贾启龙
（据新华社电）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的根在土地
上。”这是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平达乡党委
委员、宣传委员郑垧靖生前说过的话。

“农村的工作、农民的事情都非常具体，
我要把手上的工作做好，做好一件算一件。”
他始终把群众的冷暖疾苦放在心上，真心实
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办实事。

为了让“党的声音进万家”，郑垧靖勇于
创新，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手段，编辑制作影
视宣传资料，创办广播栏目，宣传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支农惠农政策。他的成功经验
在全县推广。

“现在农民还不富裕，我们只有带头干，
把工作做在前头，这样农民才会相信和支持
我们的工作。”郑垧靖说。

他在挂钩的平安村发展烤烟产业，搞技
术培训确立示范户，与有关单位协调争取资
金，对群众种烟全过程进行技术跟踪服务，
并解决生产用水问题。在挂钩的河尾村，组
织村民学习培训，理出了“抓好富村的茶叶

产业，改造强村的林业，发展新兴的核桃、石
斛、烤烟产业”的发展思路。

为应对暴雨造成山体大面积滑坡的严
重灾害，郑垧靖带着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冒
着山体随时可能坍塌的危险，争分夺秒疏散
群众、转移物品，并指导农户开展生产自救、
恢复重建和善后工作等。

他还积极参与综治维稳工作，在两年多
时间里接待来访群众500多人次，直接办理
信访案件120件，办结110件，较好地化解
了矛盾纠纷，维护了农村的和谐稳定，赢得
了群众的支持和信任。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郑垧靖把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送到了田间地头，当地群众亲切
地称他为“郑老师”。

因积劳成疾，2009年12月13日，郑垧
靖在工作岗位上不幸殉职，年仅38岁。

2010年，龙陵县建成郑垧靖先进事迹
陈列室，并成为保山市首批“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宣传教育基地。

近年来，龙陵县大力弘扬郑垧靖精神，
积极发展工业、高原特色农业和文化旅游
业，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志智同扶、产业
支撑、脱贫致富”的精准扶贫新路子，有效带
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全县于2019年实现
脱贫摘帽。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郑垧靖被授
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

文/新华社记者 林碧锋
（据新华社电）

沈浩，1964年5月出生，先后任安徽省
财政厅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调研员。
2004年2月，沈浩作为安徽省选派农村任
职干部，到凤阳县小溪河镇任党委副书记，
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

当“省城干部”沈浩初到小岗时，村委会
账本上只有3万元的集体欠债。他先是花
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全村108户人家跑了两
遍，看实情、听真话，再组织村里骨干人员去
外地名村参观，大家一起为小岗发展“把脉
问诊”。

为了全身心扎根农村，沈浩先将一直生
活在一起的老母亲托付给在农村的哥哥照

顾，又把在省城的女儿接来农村读书。
在沈浩的带领下，小岗村的发展道路愈

发清晰，小岗人的奋斗热情愈发高涨：农产
品交易难，就建起农贸市场；生产效率低，便
探索规模经营；收入结构单一，就建起“大包
干纪念馆”发展旅游业……小岗村的困难局
面逐渐改变。

2008 年，小岗村农民人均收入达到
6600元，比当时全省人均水平高出39％，
是沈浩初到小岗村时的3倍。小岗人将他
称为“我们离不开的好干部”。

沈浩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一个共产党
员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2009年11月6
日，年仅45岁的他因积劳成疾而心脏病突
发逝世。噙满泪水的小岗人又一次摁下红
手印，请求将沈书记永远“留”在小岗。

在沈浩牺牲后，中组部号召全国各条战
线的共产党员、广大干部和公务员向他学
习，做人民群众离不开的好党员、好干部。
同时，沈浩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
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荣誉称号。

文/新华社记者 张紫赟
（据新华社电）

时至今日，郑州市公安局特巡警支
队特警四大队的同志们，仍然难以接受
沈战东离去的事实。“28岁，正是一个人
人生中最美好的年龄。他却将生命定格
在了事业的起点，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
我们。”谈起沈战东，四大队同志们肃然
的目光中，无不充满着敬意与怀念。

沈战东，1982 年 1 月 30 日出生，
2005年10月参加公安工作，三级警司
警衔。2010年1月29日晚，在结束了一
天的赴疆维稳巡逻勤务后，沈战东因劳
累过度晕倒在岗位上，经抢救无效，于
2010年1月30日零时30分牺牲，年仅
28岁。

热血柔肠，是沈战东的战友们对他的
评价。作为班长，沈战东说得最多的两句
话是“跟我上”“看我的”。无论是日常学
习训练，还是处突维稳，沈战东始终以身
作则，用真情关爱战友，用行动表率示范。

2007年，沈战东担任班长期间，班内队员大部分是刚接收
的大学生，警务技能基础差，很多人连真枪实弹都没见过。沈战
东根据每名队员的不同情况，言传身教、对症下药。每次教学，
他都会一动一式、一点一滴地严抠细训。经过沈战东的耐心教
导，他所在的班组最终在队内年终考核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2008年元旦，某地发生多名儿童被拐卖案件。得知有8名
儿童被犯罪嫌疑人挟持至郑州市内某小区后，郑州市公安局安
排沈战东所在的班组执行抓捕任务。奔赴现场的路上，紧张的
气氛充斥在车内。看到有年轻的战友神态不安，沈战东说：“紧
张是难免的，你们跟着我上就行了！”执行任务时，他带头第一个
冲进房间，成功将持枪的犯罪嫌疑人抓获。

与其他人高马大的特警队员相比，身材瘦小的沈战东在人
群中并不显眼，但他却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训练中的沈战
东能吃苦、善动脑、肯钻研，擒拿格斗样样精通。他是郑州特巡
警支队仅有的5名全能队员之一，赢得过训练竞赛诸多个第
一。他身上始终有一种不服输的韧劲——为了熟练掌握射击要
领，他在自动步枪枪管上绑了一根1米多长的杆子，挂上3公斤
多重的砖头，一练就是1个小时。

从警四年多来，沈战东先后任特战队员、班长，参加了四川
汶川抗震救灾、北京奥运安保和各类突发事件上百起处置任
务。他曾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在赴青海藏区执行维
稳任务中受河南省公安厅嘉奖1次，在赴四川汶川抗震救灾中
荣立个人三等功。

沈战东有一件沙背心，那是他训练耐力用的“法宝”。沈战
东曾开玩笑地说，将来有了孩子，这件背心要送给孩子做成人
礼，让他们看看自己当年经历的磨难。但他终究没有等到这一
天的到来。由于工作任务繁忙，家庭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妻子身
上，对此沈战东始终心怀愧疚。他曾写过一封对妻子饱含深情
的家书，但直到牺牲前，这封信也未能寄出。

文/新华社记者 翟 濯
（新华社电）

万金刚，1978年 8月出生，新疆博乐
人，1995年12月入伍。那一年，正值轮休
的万金刚接到电话通报，中队巡逻区域一带
出现人员聚集，有闹事迹象。他得知指导员
要带战士去加强力量时，当即表示“我是中
队长，有任务我先上”，随即赶赴现场，迅速
做好应对准备。

在与闹事人群对峙过程中，一些人开始
打砸过往车辆。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
财产安全，万金刚迅速带领战士进行驱散，
遭到砖块、石头袭击。

当看到副班长姜兴卫被打倒在地时，他
一把将其拉起，顺手交给二班班长刘峥辉，

并大声喊道：“你们快撤！”就在这时，万金刚
头部遭到石头猛击。当增援部队强行驱散
围攻人群来营救他时，万金刚已倒在地上，
头部鲜血直流，随即被送到医院抢救，终因
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万金刚常说，处突维稳任务艰巨繁重，我
们必须时刻准备上一线、打头阵。他不论在
哪个岗位都始终牢记职责使命，与不法分子
斗智斗勇，出色完成任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忠诚卫士的铮铮誓言。入伍以来，他带领官
兵协助公安机关处置突发事件308起，抓获
贩毒、抢劫、贩卖假钞等犯罪嫌疑人502人。

中队六班班长马元岗眼中饱含热泪：
“我是万队长带的新兵，老队长虽然走了，但
他的精神永远都在。”中队将万金刚的生日
8月8日定为“学习万金刚主题日”，“万金
刚”精神在官兵身上闪耀着光芒。

英雄倒下了，战友们扛起旗帜，继续未
竟的事业。万金刚牺牲后，武警新疆总队持
续开展“学‘金刚’精神、练‘金刚’本领、做

‘金刚’传人”活动，培养了大批反恐勇士。
文/新华社记者 刘 新 王国银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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