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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30多年扎根司法行政基层一线，李
培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以突出的业
绩和无私的奉献，生动诠释了一名共产
党员和一名司法行政干警的时代风采。

李培斌，汉族，1965 年 9月份出
生，1984年 7月份参加工作，1990年
11月份入党。曾担任山西省阳高县龙
泉镇司法所所长、阳高县信访服务中心
主任。2015年 10月15日，因连续工
作，劳累过度，突发心肌梗塞不幸去世，
年仅50岁。

李培斌生前曾被司法部评为全国模
范司法所长、“全国人民调解能手”，并当
选党的十八大代表。他逝世后，中组部
追授李培斌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

宣部追授李培斌“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中央政法委下发了《关于学习宣传李培
斌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司法部追授李
培斌“司法行政系统一级英模”荣誉称
号，并作出向李培斌学习的决定。

李培斌30多年如一日，扎根基层、
埋头苦干，直至因公殉职。他在平凡的
岗位上兢兢业业，用真情和汗水认真做
好服务百姓的“小事”，作出了不平凡的
业绩。

30多年来，他先后成功调解矛盾
纠纷数千起，制止群体性事件上百起，
教育60多名刑释解教人员迷途知返，
挽救了50多个濒临破裂的家庭，被当
地群众亲切地称为“李司法”。

李培斌对调解工作十分上心，对群
众利益十分关心，对自己的地位、利益
却看得很淡，从未向组织提过个人要
求，坦坦荡荡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始终
保持一身正气、清正廉洁。

李培斌去世后，4箱证书、3间平房
和一摞票据——这是他留给妻子和孩
子的所有“家当”。

文/新华社记者 孙亮全
（据新华社电）

李培斌：两袖清风 一心为民

黄大年1958年8月份出生。生前
担任吉林大学新兴交叉学科学部学部
长，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

黄大年1988年1月份加入中国共
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中写道：人的生
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现，
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
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
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
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在海外，作为英国剑桥ARKeX地
球物理公司研发部主任，黄大年曾带领
一支包括外国院士在内的300人“高
配”团队，实现了在海洋和陆地复杂环
境下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

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
黄大年青年时期就立下“振兴中

华，乃我辈之责”的宏大志向。2008年，
黄大年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在
他的感召下，人工智能专家王献昌、汽
车工程专家马芳武、智慧海洋专家崔军
红等一大批在海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
专家纷纷回国效力。

回国后，黄大年作为首席科学家，组
织全国400多位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优秀科技人员，开展“高精度航空重力测
量技术”和“深部探测关键仪器装备研制
与实验”两个重大项目的攻关研究。

归国7年时间里，他带领科研团队
突破国外高精度探测装备技术封锁，推
动中国真正进入“深地时代”。

最后清醒的日子，他还倚在床上、打
着点滴，为学生们答疑。他记挂团队里的
姚永明参评副教授，硬是用颤抖的手，写
下一段歪歪扭扭的推荐语。2017年1月
8日13时38分。正午的阳光照进重症监
护室的窗棂，黄大年永远地休息了……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黄大年用他
的生命树立起了一座丰碑和一个标杆。

文/新华社记者 张 建
（据新华社电）

黄大年：生命，为祖国澎湃

《红梅赞》是歌剧《江姐》的主题歌，
被誉为“中国歌剧的里程碑”。半个多世
纪前，一位年仅32岁的青年仅用18天创
作出了这首歌曲。他就是人民艺术家、空
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原创作员阎肃。

在新中国文艺史上，“阎肃”这个名
字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他
坚定爱党报国的理想信念，为党和军队
文艺事业不懈奋斗了65个春秋，创作
了1000多部（首）精品佳作，参与策划
了100多场重大文艺活动。

阎肃1930年5月份出生于河北保
定。七七事变后，他随全家逃难到重
庆，16岁那年考取了重庆南开中学，并
秘密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投入党领导的
学生运动，决心寻找真正的光明之路。
1949年春天，阎肃考入重庆大学工商
管理专业，与同学们一道罢课、游行
……1950年，阎肃接受组织调遣，进入

共青团西南工委青年艺术工作队。
1952年秋天，阎肃随西南艺术工

作队赴朝鲜战场慰问演出。在与战士
的交流中，他立志从军，为英雄写歌，并
于195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军旅生涯中，阎肃始终贴近基层服
务官兵，几乎跑遍了空军所有类型的基
层单位，机场、阵地、海岛、高原、边防哨
所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创作出一大批脍
炙人口、感人至深的军旅歌曲，还帮助
100多个军师旅团部队创作了队歌。

他始终不忘本色，对自己高标准、
严要求，只要是组织交给的任务都认真
完成，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体现了艺德
高尚、淡泊名利的人格风范。

在创作生涯中，阎肃始终坚定对党
忠诚的政治信念，把人生追求定格在做
党的文艺战线忠诚战士上，把对党的忠
诚融入文艺创作。他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先后创作了歌剧《江
姐》、歌曲《敢问路在何方》，编创了舞蹈
史诗《复兴之路》等时代力作。

阎肃被誉为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
他60多年勇攀艺术高峰，80多岁依然
奋斗在文艺工作第一线。2016年2月
12日，阎肃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
世，享年86岁。

文/新华社记者 周闻韬
（据新华社电）

阎肃：半生戎马半生歌

他参军前，家乡父老就听说
过他，那时他是当地小有名气的
杂技演员；他牺牲后，全国人民
乃至国际社会都认识了他，一名
在执行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安
全警卫任务中光荣殉职的武警
战士。

他，就是张楠，1987年12
月份生于河北沧州，2004年入
伍，中共党员。2015年7月26日，
他在担负我驻索马里大使馆安全
警卫任务中遭遇恐怖袭击，献出
了年仅28岁的宝贵生命。武警山

东省总队追认他为革命烈士，武警部队追授他“中国武警忠
诚卫士”奖章，中宣部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2011年，张楠24岁。由于军事素质过硬，他被特批成
为一名特战队员。

战位变了，许多高难度课目张楠都要从零学起。抓绳
攀登，他抢着第一个上，别人爬1遍，他爬3遍；5公里武装
越野，他悄悄在背囊里装几块砖，增加负重；射击不够精准，
他就在枪管上挂砖头、吊沙袋，提高稳定性……

有段时间，张楠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起来，身上更是伤
口连着伤口、血泡挨着血泡。但他总乐呵呵地说，自己爱军
营，喜欢挑战，不怕苦，也不觉得苦。

同样是在这一年，张楠所在部队附近一个森林公园突
发山火，他带领全班战士最先赶到。灭火战斗持续了三天两
夜，张楠和战友们几乎没有合眼，脸被熏黑，手上满是燎泡。

2012年，张楠25岁。服役8年、超过提干年龄的他，面
临着走与留的选择。

母亲专程赶到部队，希望他复员，回家结婚、创业。这
次，一向听话、孝顺的张楠破天荒地违背了母亲的意思，他
说：“我愿意当一辈子兵！”

2014年，张楠27岁。9月份，他所在部队接到任务：选拔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
警卫人员。

去，还是不去？张楠陷入两难：1个多月前，他唯一的姐姐患病离世。
一番煎熬，几度纠结，张楠决定报名。几个月后，他以24个课目全优、总评第

一的成绩，从500多名特战精英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8人警卫小组。
2015年，张楠28岁。数千公里外的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战火纷飞，绑架、爆

炸、冷枪时常发生。
2月份，张楠和战友们抵达摩加迪沙，开始执行我使馆护卫任务。
4月14日，使馆北侧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张楠和战友立即进入高度警戒

状态。混乱中，1颗流弹击中了张楠。经检查，子弹从他的左胸射入，距心脏仅有1
厘米。

经抢救，张楠脱离了生命危险，上级通知他回国养伤。张楠急了，挣扎着从病
床上起来，给领导打电话要求留下来。他说：“我一定尽快康复，重返岗位，不辱使
命！”

5月份，在手术第3天要求出院、第7天坚持下地走动、第16天开始恢复体能
训练的张楠，完成伤体康复训练，重返执勤岗位。

7月26日16时，中国驻索马里使馆所在酒店遭自杀式炸弹恐怖袭击。
巨大的冲击波将使馆所有门窗击碎，坍塌的天花板重重地压在了正在执行警

戒任务的张楠和另一位战友身上。因伤及动脉失血过多，张楠年轻的生命永远定
格在了28岁……

张楠牺牲后第5天，他所在中队党支部收到1份长达7页纸的思想汇报，那是
张楠治疗期间写下的。

“生命是最宝贵的，但人总会有一死，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泰山。”张楠这样
写道，“作为新时期的军人，就是要有英勇无畏的气概！”

2015年8月1日，张楠的遗体回到祖国怀抱。悲壮的故事，让无数人感动
落泪。

2016年7月26日，张楠烈士铜像在河北省沧州市烈士陵园落成。俊朗的面
孔、坚毅的目光，定格下一名忠诚卫士的无悔青春……

文/新华社记者 梅常伟
（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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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八大街消
防救援站荣誉室，国务院、中央军委授
予的“灭火救援英雄中队”荣誉称号在
锦旗上熠熠生辉。

2015 年 8 月 12 日，距天津港特
大火灾爆炸事故核心区最近的天津
市公安消防总队开发区支队八大街
中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援中，8
人牺牲，18人负伤，营地在事故中损
毁。此后，经过快速重建，英雄队伍
浴火重生，在转制后走上更加专业
化、现代化的道路，努力打造国家应
急救援典型。

今年30岁的韩云飞，是八大街消
防站唯一一名经历过天津港“8·12”
特大火灾爆炸事故、目前依然在站工
作的消防员。5年前的那个夜晚，韩
云飞开着供水作战车，刚找到一个合
适的消防栓，就被接踵而来的两次爆
炸震蒙了。

醒来后，韩云飞往外突围，遇到受
伤战友毛青，迅速将他送至医院救治。

毛青来自云南普洱市，在事故中造
成右眼及面部严重烧伤，至今仍在接受
治疗。经过17次手术和多次心理治疗
后，这位顽强的青年微笑地说：“我们八
大街中队是打不倒的！”

“8·12”之后，当时的天津市公安
消防总队和开发区管委会立即开启八
大街中队重建工作，救治伤员、修复营
地、补充力量，2016年1月1日，八大街
中队重新投入执勤。

廖志伟是2016年元旦加入八大街

中队的：“第二天我们就接到了第一起
警情，出警路上，我感到八大街中队又
站起来了。”

2016年12月30日，国务院、中央
军委授予八大街中队“灭火救援英雄中
队”荣誉称号。

2018 年 11 月份，我国公安消防
部队、武警森林部队转制，组建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八大街中队集
体脱下“橄榄绿”，换上“火焰蓝”。中
队长（现消防救援站站长）张梦杰告
诉记者，专业化、现代化是他们发展
的新方向。近年来，他们配备了系列
现代化设备，着眼辖区实际，强化科
技练兵。

经历过“8·12”考验的老队员刘钰
涛，于2019年6月份考取中国消防救
援学院。他告诉记者，毕业后一定要回
到八大街中队，“把我的所学运用到实
践中”。

近年来，八大街中队成功参与处置
了山东寿光应急救灾、天津港新南纸业
等大型火灾救援事故，被百姓称为“最
美逆行者”。

2020年1月份，天津经济技术开
发区八大街消防救援站正式挂牌，“灭
火救援英雄中队”有了新的名字。该
站政治指导员孙庚介绍，他们力争将
八大街消防救援站打造成天津消防的
名片、全国消防的标杆、国家应急救援
的典型。

文/新华社记者 李 鲲 栗雅婷
（新华社电）

“灭火救援英雄中队”再出发

在北京许多中小学和幼儿园门前，都
有“高宝来爱民服务岗”，这是首都公安系
统对“宝来精神”的传承——他从警35年，
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事迹：生
命的最后5年，他坚持在校门口护送孩子
们上学，风雨无阻，保证了3000多名小学
生每天平安走进教室，是孩子们眼中的“警
察爷爷”。他的爱绵延传递，从未离开……

高宝来生前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
分局恩济庄派出所民警。2011年1月
份，已经54岁的高宝来成为北京市公
安局首批驻区民警，海淀区实验小学正
是他的辖区。由于学校紧邻西三环且位
置特殊，每遇上下学时段，接送孩子的
车辆总会把校门口堵得水泄不通，孩子
们在车流中穿梭，安全得不到保障。

为解决这个问题，高宝来想出了一
个“笨办法”，主动帮家长“接应”，把孩

子送到安全地带。整个过程用时7秒钟，
以此节省车辆停留时间，保证孩子安
全。于是，每天清晨6点半，高宝来都会
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前，近5年时间里，“7
秒钟”的连贯动作，高宝来重复了40多
万次。雨天，他为孩子撑伞；雪天，他早
早来到学校门前清扫积雪；发现行动不
便的孩子，他都会背起来送进学校。

但家长和孩子们并不清楚的是，校门
口站岗其实并不是高宝来的分内事，在这里
忙完，他会赶到警务站，开始一天的驻区工
作。高宝来笃信“一名警察就要像一棵树，
把根深深扎进社区，为老百姓挡风遮雨”。

2015年春节期间，一直没休息的高
宝来身体严重不适，在医院确诊肺癌晚
期。在与病魔斗争3个多月后，5月22日，
高宝来终因医治无效不幸去世，“警察爷
爷”没有完成给孩子们站最后一班岗的
心愿。5月26日早上，高宝来的灵车经过
海淀区实验小学，师生们在校门口一字
排开，手持白色菊花，等待着高宝来最后
一次路过学校。“警察爷爷，您去哪儿了
／每天的上学路上，我都在，远远地找寻
／警察爷爷，我想您，想让您陪着我们慢
慢长大……”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写下《爱
的传递》，纪念他们的“警察爷爷”。

文/新华社记者 鲁 畅
（据新华社电）

高宝来：“警察爷爷”从未离开

在2017年一场搜捕在逃毒贩行动
中，他不幸中弹。把自己手里的枪交到
同事手中后，用微弱的声音留下生命中
最后一句话：“不要管我，快追……”冲
锋在前是这名年仅34岁彝族警察的职
业习惯，作为大山的儿子，他守护着家
乡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贾巴伍各生于1983年，四川凉山
州昭觉县人，2008年1月份参加公安工
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17年6月
10日晚，布拖县公安局地洛派出所民警
在工作时发现批捕在逃毒品犯罪嫌疑
人阿约干子，在实施抓捕时，嫌疑人使
用爆炸物拒捕逃脱，爆炸造成一名民
警、两名辅警、一名群众不同程度受伤。

事发后，布拖县公安局立即成立专
案组，展开缉捕工作。6月14日凌晨，专
案组获知嫌疑人行踪后，立即对其可能
藏匿的地方实行搜山围捕。14日早上7
点，民警分为5个小组，不断缩小包围
圈。9点左右，在四棵乡二村六组的山林
中，搜索一组民警发现山上有一处岩

洞，分析阿约干子很可能就躲在那里。
当天，民警虽全都装备了防弹背

心，但身体锁骨以上和四肢暴露在外。
就在民警往坡上攀爬时，第一声枪响，
子弹击中县交警大队大队长王强的锁
骨，县刑警大队侦查员吉木子呷赶紧冲
上去想扶住他。就在此时，第二声枪
响，子弹击中了吉木子呷的右臂。

听到枪响后，在附近带领第三小组
的贾巴伍各立即带人前来支援。当贾巴
伍各刚到王强他们附近时，第三声枪
响，子弹从贾巴伍各左侧锁骨射入，贯
穿了胸部。贾巴伍各倒了下去，身边的
布拖县公安局副局长范文斌连忙扶住
他。“你不要管我，快追……”贾巴伍各
把手里的枪交到范文斌手中。

范文斌继续带队向前还击，留下局
党委委员孙子尔呷照顾他。“我扶住他
的时候，他的气息已经非常微弱了，声
音很小，但他还是不断对我说‘不要管
我，不要管我，快追’……”孙子尔呷说。

6月15日凌晨，在警方三层包卫
圈层层压迫搜捕下，阿约干子最终被擒
获，缴获自制枪支1支、子弹5发。

贾巴伍各牺牲后，上千群众自发走上
街头送别贾巴伍各。灵车驶过，孩子们敬少
先队队礼，大人们静默地守候在道路两侧，
眼里的泪水和着雨水，不断地从脸上滚落。

文/新华社记者 吴光于 康锦谦
（据新华社电）

贾巴伍各：永远的山鹰
从警13年，他参与侦破刑事案件、

治安案件数百件，15次受到各级表彰；
面对夺路而逃的嫌疑人，他被刺伤后仍
顽强追捕，直至倒在血泊中……他是向
雪飞，生前系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来凤县公安局漫水派出所所长。

出生于1975年12月10日的向雪
飞，2002年 2月份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3年11月份参加公安工作。他先后
在来凤县公安局大河派出所、旧司派出
所、刑事侦查大队、漫水派出所工作，历
任派出所副所长、指导员、所长职务，三
级警督警衔。

向雪飞最后一次出警，定格在2016
年7月份。当年7月12日，按照来凤县公
安局的统一安排部署，向雪飞参加全县
开展的“平安荆楚使命2016”专项行动。
根据前期侦查掌握的情况，7月13日凌
晨，相关收网抓捕行动全面开展。

向雪飞带领一名办案人员来到来
凤县翔凤镇一家宾馆的五楼蹲守。凌晨
3时许，他们看到一行4人进了宾馆，便
迅速赶到三楼楼梯口，一举将其中3名
违法犯罪嫌疑人抓获。向雪飞发现少了
1人。透过窗户，他看见楼下巷道里有
一个黑影。于是，他将3名违法犯罪嫌
疑人带至三楼的一个房间内，交给年轻
的同事看守，并把配枪留给了他，随后
只身一人火速下楼。

追上这名嫌疑人后，向雪飞假装是

宾馆住宿人员，一边与这名嫌疑人攀
谈，一边慢慢靠近，准备寻机将其摁倒
在地，加以控制。

这样的抓捕，向雪飞在十余年的从
警生涯中经历过太多次。

这一次，他又成功地将嫌疑人摁倒
控制并表明身份。

然而，张某拼命反抗，并大声呼叫
同伙。此时，另有3名吸贩毒人员在宾
馆对面的出租屋内躲藏。其中，杨某听
到呼叫后从出租屋内冲出，把水泥砖重
重砸在向雪飞的后脑勺上。遭遇重击
后，向雪飞站起身来。张某也站了起来，
准备与杨某一同逃跑。向雪飞第二次向
他们扑去。搏斗中，向雪飞两臂、背部、
腰部多处被杨某刺伤。见张某、杨某再
次想跑，向雪飞第三次扑上去，不幸被
杨某手中的尖刀刺进右下腋，刺穿了肺
部……4名嫌疑人趁机逃离了现场。

倒地后，向雪飞挣扎着慢慢爬向宾馆，
但终因失血过多，不幸殉职。宾馆门前的摄
像头，完整地记录下他英勇抓捕的场景。

案发后，恩施州公安局组织动员全
州各地1000多名民警及部分武警官
兵，围捕犯罪嫌疑人。7月13日中午，4
名嫌疑人全部被抓获到案。

殉职时，向雪飞年仅41岁。2016年10
月份，他被公安部授予二级英模荣誉称号。

文/新华社记者 梁建强 谭元斌
（据新华社电）

向雪飞：用生命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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