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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今年是芮志江牺牲的第15个年
头。生前为吉林省白城市公安局刑警
支队副支队长的他，孤身勇斗4匪徒，
被刺21刀壮烈殉职。

2005年 11月 27日中午，有群众
报案称，白城市洮北区林海镇龙湾村五
社北1.5公里处，在路边一废井坑内发
现一具男尸。白城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经现场勘查，认定确系他杀。进一步侦
查得知，死者王某，男，41岁，是一名出
租车司机。11月26日16时接班营运
后被杀害。此人所驾驶的红色三厢夏
利出租车以及随身携带的手机和钱财
被抢走。

11月 28 日晚，白城市公安局刑
警支队副支队长芮志江向战友们详
尽部署了侦破工作后，很晚才离开刑
警支队。在他开车回家途中，发现前
面一辆没有牌照的红色三厢夏利出
租车在缓缓行驶。他感觉此车与被
抢劫的出租车相似，就立即跟踪上
去，同时向110报警服务台报告并要
求增援。

果不出芮志江所料，夏利车上乘坐
着4名歹徒。他们很快发现了跟踪在
后面的车。夏利车行至白城铁路一中
附近偏僻处来了一个急刹车，芮志江看
到车上的4名歹徒要跑。他立即加足
马力，将警车箭一般地横在了夏利车
前，他和要逃窜的歹徒同时跳下车。由
于是8小时之外，芮志江手中没有枪。
面对歹徒，他毫不退缩，奋不顾身与手

持匕首的歹徒英勇搏斗起来，终因寡不
敌众，被凶狠的歹徒扎了21刀……110
民警到达现场时，发现芮志江驾驶的警
车和被抢夏利车均已被歹徒点着了，芮
志江壮烈牺牲。

芮志江1970年2月出生在吉林省
镇赉县的一个偏远农村，1994年7月
毕业于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同年9
月参加公安工作，先后任侦查员、派出
所副所长、刑警支队大队长等职，2003
年5月被任命为白城市刑警支队副支
队长，生前多次立功受奖。

在芮志江妻子眼中，丈夫永远把工
作放在第一位。芮志江生前常对她说，
他的人生目标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
和不懈努力，为社会做点实事儿。他不
求别的，只希望到退休的时候，老百姓
能说他是个好警察。他还经常说：“作
为一名警察，由于职业性质决定，危急
关头就是一个字：冲！自己的安危和生
命是往后面靠的。”

芮志江牺牲后，白城市公安局迅速
展开侦查。2005年11月29日确认了
4名杀人抢车犯罪嫌疑人，并相继将他
们抓获。随后，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
开审理了杀害芮志江案，并当庭做出判
决，判处4人死刑，经过一系列法律程
序，4名罪犯被执行死刑。

2005年 12月 31日，芮志江被追
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文/新华社记者 周立权
（据新华社电）

芮志江：勇斗匪徒壮烈牺牲

2013年以来，每到清明时节中航
工业沈飞公司的员工们都会自发来到
前董事长、总经理罗阳的塑像前悼念。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我国歼－15舰载机
研制现场总指挥。

2012年11月25日上午，大连港码
头锣鼓齐鸣，彩旗招展。胜利完成中国
首次航母舰载机着舰任务的“辽宁号”
缓缓驶入港口。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军在辽宁舰
上向码头望去，激动地说：“老罗快过来
看，沈飞的弟兄们在向你招手呢！”罗阳
倚靠在床边，手捂着胸口，轻声说道：

“算了，我有点不太舒服。”
孟军看他脸色不太好，赶紧询问：

“要不要先找医生看一下？”罗阳摇摇头
说：“没事，下船再说吧。”9时4分，罗阳
慢慢走下“辽宁舰”。罗阳坚持跟一整排
等候的人挨个握了手。所有人都没想
到，这是他们和罗阳的最后一次握手。

一个多小时后，载着罗阳的车辆疾
驰奔向大连友谊医院。在离急诊部不到

100米的地方，罗阳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罗阳，你太累了。”妻子王希利一

声悲啼，在场者无不动容。王希利没能
见到丈夫最后一面，就连他俩的最后一
次对话还是在电话里，说的是工作。

11月 24 日下午，王希利刚要出
门，家中电话铃声响起。“你在呀，太好
了！”听筒里传来丈夫罗阳久违的声
音。王希利怔了一下。已经一周没有
罗阳的消息了，她最关心的是丈夫的身
体能否吃得消。然而，话到嘴边，脱口
而出的却是：“任务完成得怎么样？”

“非常好，特别好！”罗阳高兴得像
个孩子一样。王希利也被罗阳的情绪
感染着，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航母
上不能随意和外界通话，只能用特殊的
电话卡打座机，这也是罗阳上舰一周只
能和妻子联系一次的原因。

“家里怎么样？”他轻声问。罗阳离
家的这些天，王希利边忙工作，边照顾
病重的母亲，把家庭重担都扛在自己身
上。这句话让她的情绪突然波动起来：

“你这么忙，这么累，到底图什么呀？”
电话那头沉寂了片刻，一个声音平

静地回答：“工作嘛。”“记得给女儿打个
电话啊！”在若有若无的涛声中，夫妻俩
人生中最后一次通话匆匆结束。

罗阳走了，但他的梦想还在，他把
一切奉献给共和国航空事业的精神还
在熠熠生辉。

文/新华社记者 李 铮 张逸飞
（据新华社电）

罗阳：忠魂赤子心 航空报国情

“请跟我走，我来为大家照亮……”这是张宁海生前留下
的最后一句话。2010年12月13日凌晨，安徽省黄山风景区
公安局温泉派出所民警张宁海在搜救18名探险迷路的上海
大学生时不幸坠崖牺牲，年仅24岁。

张宁海，生于1986年，安徽太和县人，2008年6月毕业
于安徽公安职业学院，2008年12月参加公安工作，生前系黄
山风景区公安局温泉派出所民警。

2010年12月的一个深夜，18名进入黄山风景区未开发
区域探险的大学生遇险被困。接到求救后，黄山管委会紧急
抽调公安、武警、消防和景区干部职工230多人，组成救援队
伍，展开生命大救援。正在值班的张宁海接到指令后迅速赶
到救援现场，成为第一批接受任务、第一时间前往搜救区域的
搜救人员。

五百里黄山山高林密，沟壑纵横，此时又值风雨交加、浓
雾弥漫，张宁海和战友们一行人在山中披荆斩棘，艰难行进。
6个小时后，他们在一处峡谷谷底找到全部18名探险学生。
深夜寒冷，气温仅有4摄氏度，大学生们全身被雨水淋湿，饥
寒交迫，救援队决定立即将大家带出危险区域。

“请跟我走，我来为大家照亮……”张宁海一边打着手电
为大家照明，一边提醒大家注意脚下安全。13日凌晨3时26
分许，在一处仅容一人勉强通过的湿滑草丛中，他不幸从30
多米高的悬崖坠落……

“穿上这身警服，就要把毕生精力献给人民警察事业！”从
警的第一年，张宁海就在日记本中写下这句话，也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

每逢旅游高峰期，景区人流、车流密集，张宁海总是值守
在任务最艰巨、游客最集中的地点。一次，一名游客的手机被
偷，张宁海通过视频侦查锁定嫌疑人。为控制嫌疑人，他连续
在下山路上蹲守22个小时。

2009年，张宁海的父母第一次来黄山看望儿子，提出上
山看看。张宁海将父母送上索道后，对父亲说了一句“派出所
工作太忙，就不能陪爸妈上山游览了”，转身便投入到工作
中。黄山外国游客多，张宁海就刻苦自学英语。牺牲前，他已
进入黄山景区公安局外语翻译人才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要靠实际行动去实践。”张宁海在与同事谈心时
曾这样说。同事吕华斌告诉记者，张宁海用生命践行了“从警为民”的誓言。

2010年12月1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张宁海同志为革命烈士。2011年6
月9日，他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在张宁海的墓前，生前战友、当年获救的驴友们每年都会前来祭扫，追忆英雄
事迹，传承英烈精神。当地每名新入职的民警在参加完入警宣誓仪式后也会来瞻
仰英雄。

“榜样的力量催人奋进，激励我们为公安事业奋斗终生！”黄山风景区公安局
2019年入职民警李铭说。

文/新华社记者 陈 诺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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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他当年负责修建的砂石路上，
时不时会想到他。”村民们说。他就是安
徽省无为市（原无为县）蜀山镇新安村原
党支部书记王坤友。从1965年参加工作
起，王坤友一直工作在农村基层。

1992年冬天，蜀山镇泊山发现一
个天然溶洞，镇政府研究后决定开发，
找到王坤友担任泊山洞管委会主任。他
带领9名工作人员，吃住在山上，顶着
寒风凿隧道、清淤泥、炸山石。

2001年，泊山洞开发成为国家3A
级景区。此时，蜀山镇党委又找到王坤
友，让他到建成村去当村支书。

刚到任，他的铺盖就被一名村民扔
出了村部。王坤友了解发现，村里经济
落后、账目不清，造成干群间不信任。

通过两个月奔走，王坤友把建成村的
10年“糊涂账”全部理清，当年化解债务
30多万元，使村里的人心安定下来。同时，

他带头修路、挖塘、通渠，把200多亩抛荒
地整治成良田，使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就在建成村工作步入正轨的时候，新
安村村务工作又出现困难，55岁的他又来
到全镇排名倒数第三的新安村担任书记。

2007年，加固加高村里2.1公里防洪
险段；2008年，疏浚300米的内河淤泥、推
广沼气；2009年，各村民组全部修通砂石
路……2011年，新安村人均收入从5年前
的3700元增加到7500元，逐渐走上富裕
路。王坤友被称作“永不松套的老黄牛”，于
2011年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09年，王坤友被诊断为肝癌晚
期。手术后病情刚稳定，他就回到岗位。
2011年，因年龄和身体原因，他离开村
党支部书记的岗位。

王坤友并没有停下脚步，为改变村民
零散养殖状况，带动百姓致富，又牵头成立
了无为县坤友特种水产养殖协会。2012年
7月下旬，王坤友病情恶化，做了食道支
架手术。8月21日，64岁的他不幸病逝。

“当年他手术做完没多久，就带村
民出去学习养殖技术，吃不下饭就带杯
子喝点牛奶米糊。”安徽无为坤友特种
水产养殖协会现任会长吴俊还记得，王
坤友去世前与他最后一次见面时，还叮
嘱他“水产这块要发展好”。

文/新华社记者 周 畅
（据新华社电）

王坤友：永不松套的“老黄牛”

生死关头，个人安危与群众安危哪
个在前？2010年5月6日，空军航空兵
某师年轻的飞行员冯思广，用生命做出
了回答。

那是泉城济南一个凉爽的夜晚。空
军航空兵某师一架双座教练机正在进行
夜间飞行训练。前舱飞行员是28岁的
冯思广，后舱飞行员是43岁的张德山。

第一个起落非常完美。一道流畅
的弧线之后，飞机再次跃起，开始了第
二轮飞行。刚刚爬升到50米，轰鸣声
突然消失，紧接着，无线电里传来了张
德山急促的声音：“我停车了！”

低高度空中停车，是飞机遭遇的重
大特情。完全失去动力的飞机在这样
的高度上，已没有调整迫降或再次开车
的可能。危急中，指挥员果断下令：“跳
伞！跳伞！”但同时，塔台上所有人都心

中一凉：完了，前面就是居民区！
按照飞机当时的上仰状态，下坠轨

迹的末端正是机场外紧邻的张庄居民
区。200米内仅门面房就有77家，再
加上酒店、物流站、批发市场和居民小
区，常住人口超过4000人。

飞参判读记录显示：座椅弹出前，飞
机驾驶杆前推44毫米，飞机由仰角12.3度
变为俯角9.8度。飞行轨迹就此改变，飞机
提前栽落，坠毁在跑道延长线的草坪上。

火光中，后舱张德山的白色伞花在
不远处落地。但人们没看到冯思广的
身影。飞机在草坪上四分五裂，机尾被
甩到了机头前，最大的一块残骸距坠落
点有74米，航油在不断的爆炸中如血
雨般飘洒开来，将草坪烧成一片火海。
随后赶来的8台消防车用水和泡沫连
喷40分钟，大火才被扑灭。

230米外，城区的灯火灿烂依然。
28岁的冯思广壮烈牺牲。

“前后舱的驾驶杆是连动的，我向
前推杆的同时，感到前舱也在推杆。”事
后，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张德山回忆说。

冯思广被追记个人一等功，追授
“空军功勋飞行人员金质荣誉奖章”。
今天，在山东理工大学校园里，一座烈
士半身铜像静静伫立在翠林中。

文/新华社记者 张汨汨
（据新华社电）

冯思广：生死关头选择保护群众

关喜志，1972年出生，1991年入
伍，1993年入党。先后组织参加了20余
次军事演习和重大军事活动，2005年赴
利比里亚执行国际维和任务，被联合国
授予“二级和平荣誉勋章”，2008年被评
为“全军优秀指挥员”，3次荣立三等功。

2010年7月27日，因暴雨袭击，吉
林市永吉县两家化工厂的7000多个化工
原料桶被冲入松花江。30日清晨，关喜志
带领官兵在水利枢纽坝上游1000米处设
置第七道防线。已连续奋战50多个小时
的关喜志，指挥官兵驾驶汽艇拖拽舟桥至

指定水域并架设固定。13时55分，关喜志
带领官兵拖拽最后一组舟桥。

此时，江水流速突然加大，汽艇和
舟桥顺流而下冲向大坝闸门。为防止汽
艇与舟桥同时卷入闸门，关喜志果断下
令解除舟桥与汽艇的连接绳。汽艇上的
官兵顺利脱险了，而舟桥却冲向闸门。
情急之下，关喜志大喊一声“跳”！舟桥
上的官兵跳入江中。在江水将官兵卷向
水闸的危急关头，关喜志将身边战友推
出水面，自己却被江水卷走。

事发后，军地迅速组织力量全力搜救。
2010年7月31日12时许，关喜志同志遗体
被军地搜救人员发现。执行抗洪救灾任务3天
中，关喜志组织官兵架设浮桥300多米，打捞
化工原料桶4000余个，抢救多名被困群众。

关喜志同志牺牲后，中央军委追授
其“模范指挥员”荣誉称号，吉林省委、省
政府追授其“抗洪救灾勇士”荣誉称号。

文/新华社记者 刘小红
（据新华社电）

关喜志：舍身救战友的指挥员
柯占军是云南景洪人，哈尼族，大

学文化。2003年12月参加公安工作，
200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云
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政治
处、看守所、澜沧江水上公安分局、禁毒
支队侦查大队民警，禁毒支队情报调研
大队副大队长。

深知毒品严重危害社会安宁的柯
占军，高中毕业后毅然报考了云南公安
高等专科学校禁毒专业。在如愿以偿
成为人民警察后，他更是以饱满的热情
和昂扬的斗志投身到工作中。

2012年2月23日，柯占军在境外
执行任务40多天刚回到景洪，匆匆陪
母亲吃过一顿简单的午饭后，急忙赶往
单位。当得知禁毒支队秘密侦控一起
特大武装贩毒案正在组织收网时，他主
动请缨加入到抓捕毒贩的战斗中。

当天18时，抓捕组在景洪市一小区
六楼楼道与毒贩狭路相逢，面对持枪歹
徒，冲在最前面的柯占军临危不惧，奋不

顾身扑上去与其展开殊死搏斗，迅速控
制了一名毒贩。此时，另一名毒贩突然
蹿出，开枪击中他的右下胸部。倒在地
上的柯占军依然没有放弃，用双手抱住
毒贩的腿，终因伤势过重，倒在血泊中。

19时55分，经全力抢救无效，柯占
军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2月24日，

“2·23”特大武装贩毒案成功告破，除当
场击毙的一名毒贩外，其他10余名贩毒
团伙成员全部落网。该案缴获毒品48千
克、走私军用手枪一支、子弹28发。

从警9年来，柯占军主办毒品案件
33起，抓获贩毒嫌疑人64人，缴毒53
余公斤，参与协助侦办毒品案件101
起，抓获贩毒嫌疑人245人，缴毒837余
公斤，缴获毒资1000余万元，缴获各类
枪支7支。因工作成绩突出，柯占军多
次荣获个人嘉奖，2012年12月，被追授

“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文/新华社记者 姚 兵

（据新华社电）

柯占军：用青春书写英勇无畏

“我要把自己的知识和研究成果尽
可能地多留给国家和民族，留给学生，
让几代人为之努力的事业能够薪火相
传。”这是金海生前常说的一句话。

金海，蒙古族，1955年出生于内蒙
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的普通牧民
家庭，1982年在内蒙古大学毕业后留校
任教，一直从事内蒙古近现代历史文化、
中日关系史等研究与教学工作，生前系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
员、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从踏上讲台的那天起，金海始终以
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把全部精力都
倾注在科研与教学工作中。

1999年，金海开始了自己博士学
位的学习，他的事业发展也迎来上升
期。也是在这一年，金海被确诊患了上
颌窦腺癌。“在他确诊患癌的时候，我几
乎要崩溃了，但是金海很坚强，也很冷
静。”金海的妻子林娜回忆说。

患病后的金海接受了大大小小共
9次手术，多次的手术让金海的右上颌骨
被切除，右眼眼球被摘除，胆囊被切除，
嗅觉、味觉全部丧失，右耳听力锐减。

在妻子林娜眼中，金海是一个把学
术研究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的人。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一家人出去游玩
不多于三次，其中有一次还是在离家不
远的公园。”林娜说，“当年我做好早餐
后去上班，金海起床吃过早饭后就开始

搞学术研究，他在写字台前一坐就是
一天。”

人们都说金海的身体是由特殊材
料制成的，是“草原上的保尔”。即便是
生病治疗期间，他仍一直坚持给学生上
课，自己的博士学业和学术研究从来没
有停歇。

金海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参与了
10余项国家和自治区的科研项目，出
版专著6部、合著14部、发表学术论文
47篇，主编3部史料汇编和6部编（译）
著，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患病以来，
金海抱病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日本在
内蒙古的殖民统治研究》，填补了我国日
本侵华历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得到专家
学者高度评价。他参与和主持完成了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侵略内蒙古史》和
《内蒙古通史》等一系列研究项目。

2008年，金海被中共内蒙古自治
区委员会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09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2010年获“全国先进
工作者”称号，2011年获“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

2011年，金海因病去世。年近九
旬的内蒙古大学著名蒙古族历史学者
郝维民教授是金海的老师。时至今日，
回忆起自己的学生金海，郝维民教授都
难掩悲伤之情。“金海是我最优秀的弟
子，凭借他的学术研究能力，他完全有
机会成为一名走向世界的学者，可无情
的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郝维民说。

内蒙古大学原副校长齐木德道尔
吉说：“人的生命有长有短，但生命的维
度和宽度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金海
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他掌握了自己的生
命宽度，他用努力与坚持完成了宝贵的
学术研究，是后辈学习的榜样。”

文/新华社记者 朱文哲
（据新华社电）

金海：把研究成果全给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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