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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椰城卫士蔡笃强沂蒙红嫂明德英

忠魂写壮歌的马建军

热血忠诚的赛尔江·买米拉

人民英雄刘海旺

舍己救人的英雄民警马喜国

赛尔江·买米拉，1964年 8月出
生，1987年参加公安工作，生前是富
蕴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民警。1994
年 9月 9日，他与手持炸药包的歹徒
英勇搏斗，壮烈牺牲，年仅 30岁。赛
尔江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和革命烈士，并被公安部追授全国
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1994 年 9月 9日 22时 55分，富
蕴县城镇派出所值班室的电话铃声
响起。当日值班民警赛尔江接到报
警：两名歹徒带着炸药闯进县委书记
叶维湘家，要钱、要物、要枪，若不给
将引爆炸药。情况危急，他放下电话
立刻奔赴案发现场。到达案发现场，
赛尔江第一个冲了进去。由于打开
的门又反弹关闭，同行的联防队员被
隔在门外。院里的歹徒，一个手提炸
药包，一个手持匕首，赛尔江猛扑上
去，用手臂死死抱住携带炸药包的歹
徒将其推向墙角，另一名歹徒手持尖
刀逼向赛尔江。就在这时，歹徒拉响
了炸药包……叶维湘夫妇脱险了，赛
尔江却倒在了血泊中。

赛尔江的父亲买米拉也是一位公
安干警，他送给刚参加工作的赛尔江
一本厚厚的笔记，里面记载着自己几
十年的公安工作经验，父亲告诉他：“做
一个好警察，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

这句话，赛尔江谨记在心。7年
的民警生涯中，他经受了无数次生死
考验：1987年 5月 14日下午，一名歹
徒在县城一处家属院行凶，接到报
案，工作才两个月的赛尔江和老民警
胡巨福立即赶赴现场，不顾生命危险
拦腰勒住歹徒的胳膊，拔掉导火索，
夺下菜刀。

赛尔江在任期间，富蕴县人口不
足 9万，聚居着哈萨克、维吾尔等 20
多个少数民族。作为一名少数民族
警察，赛尔江像珍惜自己的眼睛一样
珍惜民族团结。

赛尔江牺牲后，战友给他算过一
笔“账”：参加工作 7年，进修 2年，处
理各类社会治安案件 59起，协助侦
破重大刑事案件 11 起，5 年共加班
2300多个小时。

白木仁，1963 年出生于内蒙古
自治区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今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蒙古族，
1980年参加工作，1983年调阿拉善
左旗布古图苏木司法局任司法助理
员，199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
年，白木仁参加公安工作，在阿拉善
左旗公安局豪斯布尔都苏木任公安
特派员，二级警司。

1994年 10月 21日，接到一名歹
徒身缠炸药，要炸死一牧民的报案
后，白木仁迅速与其他同志前往查
处。面对身背炸药、手持引爆品的歹
徒，他不顾个人安危，只身一人与歹
徒斗智斗勇，寻找制服歹徒的时机。
下午 4时，丧心病狂的歹徒突然引爆
炸药，白木仁同志壮烈牺牲，年仅 31
岁。

自 1992 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
白木仁刻苦钻研业务，埋头苦干，任
劳任怨，无私奉献，两年多共侦破各
类治安案件、刑事案件 20多起，收缴
赃款赃物折合人民币 35000 余元。
他密切联系群众，先后义务为牧民修

车 30多辆、送草 170000 余斤、买粮
5000 斤，受到群众的赞誉。他曾被
评为阿拉善左旗公安战线先进个人，
荣记三等功一次。

1994 年 7 月的一天，在阿拉善
盟和屯池劳改大队服刑的一名人员
趁机逃跑。追捕小分队力量不足，
求助于白木仁。白木仁带上干粮、
水壶，骑摩托车在戈壁滩上搜寻了
100余公里，还向广大牧民群众通报
了 情 况 ，直 到 当 天 深 夜 才 返 回 驻
地。第二天一大早，白木仁就到出
入豪斯布尔都苏木的各个路口巡
查，发现了逃犯，白木仁扑上去将其
制服。为了表示对白木仁的感谢，
劳改大队特意做了一面锦旗并写了
感谢信。可还没来得及送出，白木
仁就牺牲了。

1994年 12月 30日，白木仁被追
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1995年 4月
5日，白木仁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
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并号召全区
广大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群众向英
雄学习。

马建军（1959—1994），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
县人，回族，1979年 5月参加公安工
作，1987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
前是玛纳斯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副
所长。1994 年 3月 19日，在抓捕持
刀歹徒过程中，马建军壮烈牺牲，年
仅 35岁。马建军牺牲后，被追授全
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马建军的人生，在1994年3月19
日晚11时终止。因为正值防洪时节，一
个月以来，马建军只回过两次家，尽管
家离派出所不过几分钟的路程。当天
傍晚，父亲来找过他，希望他回家看看，
本来可以早些回去的他却将生病的指
导员撵回家休息，自己又带了一个班。
就在这时，值班室的自动报警器骤响，
显示警情来自附近商行。当马建军带
着另外一个民警冲进漆黑的房间时，歹
徒在黑暗中挥刀乱刺。马建军在与两
个歹徒搏斗过程中，身中数刀，其中一
刀刺入腹部，一刀刺入心脏……

由于伤势过重，马建军牺牲在案
发现场。

15年的从警生涯里，他以热爱人

民、为人民服务为信念，谱写了一曲
曲英雄赞歌。

玛纳斯县城镇地区社情复杂，发
案率占全县的53%，县公安局党委让
马建军担任城镇派出所副所长，他到
任仅仅七个月，社会治安就有了好转。

1983年，玛纳斯县收容站关押了
一批劣迹青年和流窜人员，马建军怀
疑其中一个外地流窜人员与一个重大
盗窃团伙有关，只身做卧底打入犯罪
团伙内部，在掌握了这个犯罪团伙的
大量罪证后，将他们一举抓获……

他生前做过太多“暖心事”：汉族
老人杜家祥和俄罗斯族老伴无儿无
女，生活无依，马建军就像对待自己的
亲人一样，坚持多年照顾两位老人生
活，为他们买面、买米、担水、劈柴、洗
头理发、打扫卫生，甚至料理后事……

常年超负荷运转，使马建军积劳
成疾，医生多次劝他住院治疗，他却
总是一心扑在工作上。牺牲的那一
天是周末，他仍忙得顾不上家，这成
了一家人永远的遗憾。不过，当地人
民记住了这位英雄。每年清明时节，
他的陵墓前总会摆满花圈、花篮。

刘海旺，河北省丰宁县人，1945
年 10 月 5 日出生，1964 年参军入
伍，4 年后复员，到内蒙古自治区昭
乌达盟达里淖尔军马场任武装干
事。在部队期间，刘海旺勤学苦练、
艰苦奋斗，先后两次受到嘉奖，被评
为五好战士，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1976年，刘海旺参加公安工作，
先后任正蓝旗公安局阿日虎布乡、乌
日图塔拉苏木公安特派员，1994年 1
月调到哈毕日嘎乡派出所担任所长。

1994年 11月 17日，从河北省张
家口市来到正蓝旗的韩某某、李某某
在哈毕日嘎乡庆丰村喝酒，喝醉酒的
韩某某来到一家熟食铺与店主发生
口角，韩某某突然从腰间拔出手枪射
击，子弹擦着店主的耳边飞过。店主
的儿子立即打电话向时任哈毕日嘎
派出所所长的刘海旺报警。

工作了一天刚回到家的刘海旺放
下电话，迅速拿起手电、警棍赶往现
场。当他只身赶到现场时，歹徒韩某
某正欲逃窜，刘海旺立即追上去。韩

某某发现身后有人追，转身向刘海旺
走去，未等刘海旺盘问，便挥拳打向刘
海旺，他的同伙李某某见状也围了上
来。面对两名身强力壮的歹徒，刘海
旺毫不畏惧，挥动警棍反击，与歹徒展
开了激烈搏斗。在搏斗中，凶残的李
某某举枪向刘海旺头部连开 2枪，刘
海旺当场壮烈牺牲，年仅49岁。

参加公安工作的 18 年中，刘海
旺忠于职守、埋头苦干，先后 6次受
到锡林郭勒盟公安处、正蓝旗政府和
旗公安局的表彰奖励。他秉公执法，
热情为群众服务，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刘海旺不论案件大小、刮风下
雨，他接警即出、及时查处，他在任期
间辖区连续多年无重大刑事案件。

刘海旺牺牲后，当地群众被他的
精神感动，自发组织悼念活动。1995
年 12月 13日，公安部追授刘海旺同
志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
号，1995年 2月 27日，内蒙古自治区
党委追认刘海旺同志为自治区优秀
共产党员。

明德英 1911年出生在山东沂南
县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幼年时，因一
场重病无法开口说话；二十来岁就嫁
给了马牧池乡横河村的李开田。两
口子既无田地也无房屋，在乡亲们的
帮助下，在村外墓地边上盖起一座

“团瓢屋”（一种四面透风的简陋住
宅），成了看墓人。

1941年秋冬时节，日伪军大肆扫
荡沂蒙山区，包围了驻沂南马牧池的
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11月 4日，
一名八路军小战士冲出敌人包围圈时
身负重伤，一路踉跄着穿过坟冢与树
林，正巧遇到明德英。明德英见状，急
忙将浑身是血的小战士掩藏起来。不
多会儿，两名日本兵荷枪实弹追过来。
日本兵发现明德英是个哑巴，就比画
着小战士的身高、打扮，追问下落。明
德英见状毫不犹豫向村外西山一指。

见他们越走越远，明德英才仔细
打量这位八路军小战士。她发现由于
失血过多，小战士已陷入昏迷。尚处
在哺乳期的明德英，来不及生火烧水，
便慨然解开衣襟，将一滴滴乳汁滴进

小战士的嘴中。每天，明德英还为小
战士清洗感染流脓的创口。半个月
后，小战士伤愈重新归队。

1943 年初，八路军山东纵队 13
岁的看护员庄新民在夜间转移途中
走散掉队，与众多避难的群众一同被
日寇抓住。这群百姓中，就有明德英
的丈夫李开田。

李开田见庄新民年纪不大、周身
有伤，就与他以父子相称，平时对他照
顾有加。两人被日寇裹挟着做了约一
个月的苦力后，在山东泰安被释放回
乡。长途跋涉中，庄新民伤口化脓，李
开田就背着他蹚河过坎回到家中。

明德英见丈夫背回一个陌生人，
毫无怨言。在两口子的悉心照料下，
庄新民渐渐被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
养好伤后，庄新民重新找到了部队。

1960 年，著名作家刘知侠根据
明德英用乳汁救伤员的情节，创作了
短篇小说《红嫂》，首先提出了“红嫂”
的称谓。明德英被称作“沂蒙红嫂第
一人”。明德英在 1995年离开人世，
但她声名不朽、精神长存。

蔡笃强，生于 1950年，海南省琼
海人，1991 年进入海口市公安局新
华分局（现龙华分局）任副局长兼刑
警大队大队长，二级警督。

在同在公安系统的妻子沈菊英
的印象中，老蔡是个牙刷用到毛快掉
光了也不舍得换，却总是冲在重特大
案件现场最前面、不破案不归家的

“工作狂”，家属每天都要为此做好
“思想准备”。

1995年2月25日下午，有情报称，
一个被监控多时的犯罪团伙在长沙坡
活动，蔡笃强便带领侦查员们开展抓捕
工作。长沙坡4号在一个深巷里，地形
异常复杂。民警赶到时，该犯罪团伙主
要疑犯洪振全正在一个公用电话亭内
打电话，两名便衣侦查员跟了过去。此
时，洪振全感到不妙，想夺路脱逃，侦查
员邢孔豪、王光生、孙其标上前将其围
住。洪振全拒捕，蔡笃强见状快步冲了
上去。丧心病狂的洪振全猛地掏出藏
在上衣兜里的手枪。为了保护战友和
周围群众的安全，蔡笃强扑了过去。洪
振全疯狂地射击，蔡笃强先后被击中胸

部和下腹。中枪后，他仍猛地夺下歹徒
还想继续射击的手枪，与战友一起将其
擒获。之后，蔡笃强被送往医院抢救，
但终因流血过多牺牲，时年45岁。

沈菊英赶到医院时，蔡笃强身上
已被盖上白布，许多市民自发涌来，
堵满了抢救室外的过道。有人告诉
她，从案发的深巷子里辗转出来，还
没到医院，老蔡的血已经流干。“他总
是几个月才回一次家，说是要尽一个
人民警察的义务，只有待在刑警队心
里才踏实。这回，他算是尽了最后一
次义务吧。”沈菊英说。

1995 年 7 月 14 日，蔡笃强被公
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
范称号，同年 12月，海南省人民政府
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2003 年，海口市公安局的一场
联欢会上，伴着背景音乐《妻子》，沈
菊英着警察制服，以遗孀的身份表演
了一段独舞，以纪念亡夫蔡笃强。时
至今年，沈菊英已经 67岁。“他是我
的骄傲，他撑着我坚强地活下去。”沈
菊英说。

马喜国（1951—1994），河南省
巩义市人。1985 年参加公安工作，
历任河南省巩义市公安局米河派出
所民警、交警大队二中队民警。199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级警司。1994
年，马喜国在一次办案中为保护战
友，壮烈牺牲。1995年 1月 13日，公
安部追授马喜国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时 间 回 溯 至 1994 年 11 月 12
日。当天下午 3时许，一辆鸣着警笛
的警车正疾速行驶在路上。车内，马
喜国和同事王建庆带着交通肇事逃逸
人王某，准备前往巩义市交警大队二
中队接受处理。王某此前是多次作
案，已被公安机关追捕多日。由于害
怕之前的作案记录被一并查出，王某
在路上多次试图逃跑，均被马喜国制
止。眼看逃跑未果，王某遂恼羞成怒，
从怀中掏出一颗自制手榴弹，并拉响
了引线。

“建庆，有炸弹，快跳车！”危急关
头，马喜国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正在驾
车的王建庆，挺身扑向了快要爆炸的
炸弹。一声巨响，马喜国倒在了血泊
中，王某趁机跳出车窗逃窜。最终，

王建庆同两名见义勇为的群众一道，
将试图逃跑的王某抓获。与此同时，
马喜国也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1994年 11月 27日，马喜国终因
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光荣牺牲。据巩
义市交警大队二中队原中队长李景
林回忆，在马喜国生命弥留之际，他
曾向护士要来纸笔，用手歪歪扭扭写
了一张很多人都看不懂的字条。“一
看到那张字条我就哭了，都这个时候
了，马喜国还惦记着工作的事，要告
诉我们他之前画好的一张交通事故
现场图放在了哪里。”

马喜国曾说：“我要像雷锋那样，
干一行，爱一行，在平凡的工作岗位
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工作认
真负责，对人民满腔热情，这是马喜
国一直以来践行的人生宗旨。成为
一名公安民警后，马喜国兢兢业业，
甚至连一个完整的节假日都很少休
满过。马喜国的父亲生病住院时，他
因工作繁忙，只能让正在上高中的儿
子代为照顾。

如今，马喜国的儿子马松涛继承
了英雄遗志，也成了一名交通警察。

1995年1月12日，激烈的枪声打
破了西藏昌都地区贡觉县雄松乡阿尼
村清晨的宁静。一伙犯罪分子丧心病
狂地向围捕他们的公安干警开枪，妄
图做最后的抵抗。在激烈的交火中，
洛桑泽仁、尼玛扎西、洛松益西3名公
安干警不幸中弹，英勇牺牲。

3位英雄用生命换来一方安宁，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1990年 10月，雄松乡发生一起
持枪杀人抢劫案。当地悍匪卓约赤
列伙同曲达等 3人，杀死同乡一家 5
口，其中包括一名仅 8岁的孩子，并
在抢走死者随身携带的珠宝和 3万
多元现金后潜逃。1995 年元旦期
间，接到群众举报卓约赤列回到老家
阿尼村的消息，昌都警方立即成立围
歼小分队，昌都地区公安处处长洛桑
泽仁任队长。

400 多公里急行军，山路崎岖，
风雪交加，小分队历经艰险，终于抵
达了卓约赤列的老巢。展现在队员
眼前的是一座 25米高的“碉楼”。这
种“碉楼”是当地典型住宅建筑，外墙

用夯土筑成，高大、坚硬，窗户以瞭望
孔和射击孔代替。

洛桑泽仁先向屋内喊话：“我们
是警察，赶快投降！”卓约赤列悍然开
枪。洛桑泽仁顶在最前方，一面指
挥，一面开枪掩护突击队员。

卓约赤列残忍地逼迫亲属登上
楼顶，企图分散警察注意力。为了不
伤及无辜，洛桑泽仁立刻下令停止射
击。正当洛桑泽仁再次喊话规劝罪
犯投降时，“碉楼”内的枪口对准了
他。洛桑泽仁倒在了血泊中。

洛桑泽仁的牺牲激怒了队员们，
他们重新组织战术，强攻破门而入，
救出了 9名妇女儿童。战斗中，担任
火力掩护的防爆干警尼玛扎西、洛松
益西也不幸被子弹击中，壮烈牺牲。
卓约赤列等人在强烈火攻之下，随

“碉楼”一起覆灭。
1995年 4月 5日，公安部追授洛

桑泽仁、尼玛扎西和洛松益西一级英
雄模范称号，西藏昌都地区公安处

“1·12”特别行动小分队记集体一等
功。

朱 寄 云 出 生 于 1916 年 6 月 ，
1927年冬毕业于黔江县立初级中学
校第一班。青年时代，他冒着生命危
险投奔革命圣地延安，由此踏上了革
命道路。

1938年10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
处介绍，朱寄云参加了陕西省安吴堡青
训班，同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6月，朱寄云调延安工作，进入
中央党校学习，后担任安吴堡青训班秘
书、队长，延安青年干部学校总务科指
导员、人事股长，陕甘宁边区盐务总局
驻定边办事处处长，三边分区保安处侦
察员、股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秘书，黄
龙山区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基干大队政
委，中共陕西省委社会部秘书兼警卫营
教导员，军分区联络科长等职务。

在延安期间，朱寄云还兼任土产
公司经理及塞北工厂厂长，并参与游
击战争。1948年 4月，西北野战军出
击西府途中，于 17日攻克旬邑县城
和职田、太峪、张洪等镇，生俘敌
1000 多人，击毙伤 250 余人。关中
保安分处派朱寄云、张越和西线干部
万士杰、杨皓及分处警卫队全力参加

战斗。入城后对敌特务机关进行接
管，利用外情关系，搜找线索，抓捕敌
特分子，先后抓获了敌县长金炳嘉、
中统译电员田炳铎、党部书记长郭相
堂和特务蒲瑞昌、王玉琪、刁志义以
及警察局长宋端夫等，缴获了大批文
件、资料和物资、武器。后来，一部分
人随部队去解放彬县，留下的人审讯
特务、整顿城市秩序，并协助保安科
建立旬邑市公安局和张洪派出所，直
至工作转入正常。

北平和平解放后，朱寄云任北京
市公安局三处治安科长。1949 年，
他又南下广东，任广东省公安厅治安
处处长、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等职，
1952 年，被广州市公安局授予模范
称号，还曾担任华南造船厂代理党委
书记。回北京后，朱寄云任公安部第
一民警干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1962 年起，历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
长、石油化工部规划设计院党组组
长、吉林省公安厅厅长等职，1982年
12 月离休。1991 年 8 月，朱寄云被
公安部授予人民警察一级金盾荣誉
章，1995年 3月 12日在北京逝世。

无私无畏的人民警察白木仁

一级金盾荣誉警察朱寄云

血洒高原的西藏昌都三英烈

（均据新华社）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机构地址变更公示
机构名称：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邓州市支公
司
原机构地址：邓州市雷锋路东段南侧锦绣花园住宅
小区第一幢南部面东门面二间二层
现机构地址：邓州市花洲办事处东一环北段老邓南
路南侧门面房
批复文号：宛银保监复【2019】118号
批复时间：2019年 8月 8日
许可证流水号：0241440

机构名称：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牟县营销
服务部
原机构地址：中牟县城西区牟州街西万胜路北亿弘.
锦园小区7栋2单元1—2层104铺
现机构地址：中牟县迅达路南侧宝峰街西侧沁园馨
城2#商业公寓楼103铺
批复文号：豫银保监复【2019】816号
批复时间：2019年 8月 13日
许可证流水号：0246243

机构名称：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叶县营销服
务部
原机构地址：叶县叶公大道与玄武大道交叉口向东
50米路南门面房一层、二层
现机构地址：平顶山市叶县九龙路与广安路交叉路
口北50米路西6#由南向北第1间1—2层商铺
批复文号：平银保监复【2019】50号
批复时间：2019年 8月 29日
许可证流水号：0246263

机构名称：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郏县营销服
务部
原机构地址：郏县郏城文化路中段南侧（君泰首府）
三层门面房的一层二层
现机构地址：平顶山市郏县铫期路中段新华书店东
侧一层的南四间与三层的南四间
批复文号：平银保监复【2019】52号
批复时间：2019年 8月 29日
许可证流水号：0246262

机构名称：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禹州市支公司
原机构地址：禹州市颍北大道北侧万丰铂金汉宫二
期3幢106、107铺
现机构地址：禹州市禹王大道东段 176号禹州市水
利局5楼（512、513、515、516、517、518、519、521房
间）
批复文号：许银保监复【2019】85号
批复时间：2019年 10月 17日
许可证流水号：0248826

机构名称：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阳县营销
服务部
原机构地址：宜阳县北城区香鹿山大道西侧泰祥人
家一层由南至北第6至第8门面
现机构地址：宜阳县北城区纬一路香山丽都（幢号
16，框架，层次1，124、125、126号房）
批复文号：洛银保监复【2019】131号
批复时间：2019年 10月 21日
许可证流水号：0248816

为创新巡察工作机制，舞钢市结
合自身实际，坚持原则，既精细严实
地做好“规定动作”，又灵活机动地

“创新方式”，通过“三个一”不断完善
和创新，实现巡察规范建设再提升。

一次会议提效率。对巡察准备
环节，删繁就简，“多合一”开会，把巡
察情况反馈会与动员部署会议合并
召开，在安排新一轮巡察工作的同时
通报上轮巡察整改情况；把巡察工作
动员部署会议与巡察组进驻动员会
合并召开，力戒形式主义，直面问题，
时间控制在1小时内。一张表格明问
题。丰富巡察报告汇报方式，报告环
节使用A3表格将共性问题和个性问
题、移交相关部门线索和交办职能部
门事项一一呈现，均一目了然；巡察

村（社区）将立行立改事项、整改事项
和整改效果统一汇总，清晰列出；平
板电脑存储最终唱校审定的巡察报
告，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和书记专题会
听取巡察报告实现“无纸化”，让电子
信息“多跑路”。一份通知促整改。
根据整改进度和督查情况，市委巡察
办、各巡察组除参加巡察整改专题民
主生活会、电话督促、查阅整改材料
外，还下发《巡察整改阶段督导提醒
通知书》，对积极完成整改的党组织
提出表扬，对重视不够、整改完成率
较低的党组织提出通报批评，对履行
主体责任不力、整改推进缓慢的提出
通报批评并启动问责机制，确保整改
任务“不悬空”“全见底”。

（付家）

舞钢巡察：
流程环节再优化 规范建设再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