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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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念学：鞠躬尽瘁的“威力牌”政委

黎秀芳：魂系黄河的“提灯女神”

李剑英：用生命诠释忠诚

赵振金：一心为民的好所长

谭念：舍身为民好战士詹忠义：用生命谱写忠义

唐成文：只身追捕嫌疑人壮烈牺牲

周鑫：用生命守护群众安宁 屠海力：定格在激流中的青春

驻守在高原的火箭军某基地官
兵，面对艰苦的条件环境，始终以被
誉为“威力牌”政委的姚念学为榜样，
发扬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圆
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

姚念学是山东省巨野县人，1969
年 2 月入伍，历任战士、排长、指导
员、政治处主任、政委等职，先后 6次
被上级评为“清正廉洁先进个人”，荣
立二等功 1次、三等功 4次。1994年
被评为全国百名“人民好公仆”和全
军“十大公仆”，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五
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2006年因病医治
无效逝世，年仅57岁。

姚念学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战
线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坚持不懈学习
掌握和实践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把朴
素的情感升华为对党忠诚、听党指挥
的政治信仰。他去世后，留在办公室
的个人物品是 33个读书笔记本、17
个读报剪贴本和1个月的工资。

到高原部队任职后，姚念学坚持
用一流的标准搞建设带部队，带领官

兵大力弘扬“海拔高，工作标准要更
高；氧气少，奉献精神不能少；环境
苦，更要苦干不苦熬”的精神，叫响

“我的岗位请放心，我的岗位无差错”
口号，把践行党的创新理论体现在具
体工作中。

任团政委时，所带团队连年多次
超额完成“险难急重”施工任务，两次
刷新原第二炮兵施工纪录，连续 4年
被原第二炮兵评为“国防施工先进单
位”，被树为“国防施工标兵团”。任
基地政委时，超前在基地和旅团两级
机关开展一体化作战和训练研究，指
导基地和各旅团建立军事斗争准备
政治工作方案和政治工作信息库，每
年组织基地召开军事斗争准备政治
工作座谈会，在原第二炮兵较早开展
了心理防御作战演练。

姚念学是官兵公认的“威力牌”
政委。在干部任用、士兵入学和选
改、入党、转业等敏感问题上，没有和
任何人打过一次招呼。他在弥留之
际对妻子说：“我没有遗产，我一生清
清白白，我最对不起的就是你。”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天动地的
壮举，只有平凡岗位上无私的敬业奉
献。2006 年 9月 13日一大早，大连
上千名公安民警和当地百姓自发为
几天前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赵振金
送行。

赵振金，1971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974 年从部队退伍，1979 年参
警，自 1986 年至 2006 年 6 月，在大
连开发区新港派出所所长岗位上一
干就是 20 年。2006 年 9 月 9 日，时
任大连市金州开发区公安局黄海路
派出所教导员的赵振金在工作岗位
上因过度劳累因公殉职，终年 55
岁。

从穿上警服的那天起，赵振金就
将打击犯罪、保民平安当作义不容辞
的责任。他当所长不久的一天，当地
有个歹徒手握斧头在街头聚众闹事，
赵振金迎着歹徒高高举起的斧头，将
其制服。他的英勇举动不仅震慑了
犯罪，而且赢得了群众对整治社会治
安的支持。不到三个月，派出所依法
惩治50多人。

群众有困难，赵振金总是全力帮
助。他把当时派出所辖区内的军烈
属、特困户、孤寡老人、残疾人、特困
学生等定为重点服务对象。派出所
登记造册，民警分工负责，每月上门
服务一次，节日送油、米、面。

赵振金写下了四点为老百姓当
好派出所所长的体会：为百姓不徇私
情、秉公执法；视百姓为父母；做一名
两袖清风的“傻”所长；为百姓当所长
就要政治建警，把派出所建成一个

“战斗堡垒”。
赵振金一心为群众，群众把他当

亲人。老百姓送给赵振金和派出所
锦旗 150 多面。当他的警车雨天执
勤陷进泥坑时，老百姓喊着号子硬是
把车给抬了出来。

荣立个人二等功 3次、三等功 3
次；荣获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荣
获辽宁省公安系统人民满意民警称
号……赵振金最爱穿警服，他还没有
穿够警服就匆匆走了，但他用生命诠
释了“为我所钟爱的公安事业奋斗终
生”的誓言。

唐成文生前是北京市公安局门
头沟分局交通支队事故科民警，从警
期间，先后3次荣获个人嘉奖，连续3
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并被评为“抗
击非典先进个人”。在一次追捕拦截
闯卡车辆时，他被犯罪嫌疑人残忍杀
害，壮烈牺牲。

2006年10月23日零时许，门头沟
公安分局接到报警，两名男子在斋堂镇
牛站盗窃电缆线200多米，驾驶面包车
逃逸。分局立即布置杜家庄治安检查
站和芹峪口交通检查站设卡拦截。

过了约 20 分钟，芹峪口交通检
查站值班民警唐成文敏锐发现一辆
黄色小型面包车可疑，示意停车检
查。嫌疑车辆强行闯卡逃跑。唐成
文迅速驾驶警车追赶，并通知附近雁
翅派出所增援。

唐成文将嫌疑车辆拦住后，要求
驾驶车辆的犯罪嫌疑人张心磊出示驾
驶证。张心磊称没有驾驶证，掏出
100多元钱，请求放行，被唐成文断然
拒绝。张心磊回到车上，取下压力钳，
并用压力钳击打警车玻璃进行威胁。

唐成文推开车门扑向张心磊。搏
斗中，张心磊同伙、另一犯罪嫌疑人张
新亮加入，将唐成文摁倒在地，张心磊
乘机用压力钳连续击打其头部，将唐
成文杀害，并残忍地将唐成文抛下山
崖……英雄生命终结在39岁。

唐成文 1988年 8月参加公安工
作，生前任职于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
分局交通支队事故科，2005年 11月
抽调芹峪口检查站工作。

2003年5月14日晚，“非典”疫情
期间，109国道安家庄村口发生一起
撞车重大交通事故，道路严重堵塞，一
辆转送“非典”疑似病人的救护车被堵
在其中。肇事司机听说车上有“非典”
病人，吓得逃离了现场。正在现场处
置的唐成文为保护同事免受感染，只
身一人冲入现场，在联系车辆将事故
伤者送往医院后，又叫来救护车将“非
典”疑似病人转往医院。

2006年 10月 31日，北京市人民
政府批准唐成文为革命烈士，2006
年 12月 1日，公安部追授唐成文一级
英雄模范称号。

“李剑英烈士始终把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危放到第一位，把保卫机翼下
的热土作为毕生信念。”在西部战区
空军航空兵某旅日前组织的专题党
日活动上，刚参加了驻地烈士陵园扫
墓的新兵丁鑫感慨。

李剑英，1982年 6月考入空军原
第五航空学校，1986年 3月入党，牺
牲前为空军上校军衔，一级飞行员，
飞行总时间近2400小时。

2006 年 11 月 14 日 12 时 04 分
09秒，执行完任务的李剑英驾机返航
至高度 194 米、离机场跑道头 2900
米时，突然遭遇一群信鸽撞击，发动
机空中停车。由于飞机下方村庄密
集，机上载有数百升航油和航弹等，
飞机一旦失控坠落将给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生死关头，本可以跳伞求生的
李剑英毅然选择成功率很小的迫
降，顽强地将失去动力的战机驾驶
到跑道延长线上。12时 04分 25秒，
当战机接地向前冲出 39.3 米时，不

幸撞在高出地面 3.5 米的水渠护坡
上，座舱和机头部分折断前抛，飞机
解体起火爆炸，李剑英献出年轻而
宝贵的生命。

追悼会那天，驻地数百名群众自
发地赶来为他送行。杨家台村一位
老大娘泣不成声：“他是为保护我们
而牺牲的，好人呀！”

据李剑英生前战友追忆，为掌握
过硬的飞行本领，20多年来，李剑英
坚持勤奋钻研装备原理，刻苦练习驾
驶技能，在 5000 多个架次的飞行经
历中，积累了丰富的飞行经验，先后
荣立三等功1次、二等功1次。

李剑英牺牲后，空军党委为其追
授“空军功勋飞行人员金质荣誉奖
章”，追记一等功。李剑英还当选“感
动中国2007年度人物”。

英雄事迹催人进，红色基因代代
传。李剑英烈士生前所在部队坚持
传承红色基因、铸牢忠诚品质，从难
从严开展实战化训练，备战打仗能力
不断提升。

短短17米的路，见证了英雄的壮
烈。浙江上虞盖北边防派出所二级士
官詹忠义在一次追击歹徒时，被歹徒
用刀刺中腹部，他强忍剧痛，紧追歹徒
不放，在血染 17米村道后，因失血过
多，献出了年仅25岁的宝贵生命。

2007年 9月 11日晚 7时 40分，
上虞盖北边防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
称辖区联围村二组某出租房有可疑
人员。詹忠义与带队排长张国才及
驾驶员方明飞迅速出警。

车至报警现场后，他们即对出租
房进行例行检查。就在詹忠义检查
至第二间出租房时，另一间出租房里
突然闪出一个快速逃窜的青年男子，
詹忠义马上追了上去。

看到追上来的詹忠义，该男子突
然掉转方向，猛地从腰间拔出一把尖
刀，朝着詹忠义的腹部刺过去……詹
忠义顿时血流如注，但他仍忍着剧痛，
死死抱住该男子。为了抓住穷凶极恶
的歹徒，身负重伤的詹忠义拖着带血
的身躯追赶了17米，最后倒下了。

张国才和方明飞闻声赶来时，看
到流血不止、昏迷不醒的詹忠义，立
即将其抬上车，飞速送往上虞人民医
院抢救。

然而，当他们把浑身是血的詹忠
义送到医院时，他的心跳和呼吸已经
停止。

詹忠义出生于浙江省金华一个
普通农家，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中学
毕业后，他打过工，经过商，最后选择
了报名参军。

在盖北边防派出所，詹忠义主要
负责海上船舶管理，常年为渔民、海
上运输户及暂住人口办证件。

听闻詹忠义因公殉职，许多渔
民、村民痛心不已。来自盖北镇雀咀
渔村的渔民郑涣尧一说起詹忠义，常
常泪流满面。他忘不了，那年“桑美”
台风渔船进港时，由于风太大，渔船
偏离航道搁了浅，是詹忠义和战友们
及时赶到，帮他解了围。

詹忠义牺牲后，公安部边防局批
准他为革命烈士，并追记一等功。

听到呼救声，跑到河边看到几名
少年在河水中挣扎，他衣服都没来得
及脱就跳进 3米多深的河中。几名
少年被救起来了，他却永远地离开
了。他就是舍身为民的好战士谭念。

谭念，生于 1985年，广西浦北县
人。2002年 12月，谭念从老家应征
入伍，成为原广东省边防总队顺德边
防检查站监护中队的一名战士。入
伍以后，谭念先后3次受到嘉奖，1次
被评为优秀士兵，并于 2005年 10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7 年 6 月 24 日下午，广西浦
北县小江镇合群村的小江河上传来
呼救声。正在休探亲假的谭念听到
呼救声后，立即跑到河边，连衣服都
来不及脱，一头扎进了河中。他一把
抱住其中一人，奋力将其推到浅滩
上。随后，他发现载着另外两名少年
的竹排正快速移向深水和漩涡处，情
况危急，他立刻游过去用力将竹排推
到岸边，又紧接着游向还在水中挣扎
的最后一名少年，用尽最后一点力气

用肩膀将少年顶上了竹排。4名少年
得救了，谭念却沉入水中，献出了年
仅22岁的生命。

谭念的英雄事迹传开后，在社会
上引起强烈反响。原公安部边防局
为其追记一等功，并批准其为烈士，
广东省委省政府追授其“舍身为民好
战士”荣誉称号。

谭念生前执勤战斗过的岗位被
命名为“谭念岗”，所在的班被命名为

“谭念班”。2019年 1月 1日，公安边
防部队改革转隶，顺德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正式挂牌成立，原“谭念班”34名
战士中，26名战士招录为人民警察，
8名战士转为事业编职工，他们集体
向站党委请求保留“谭念班”“谭念
岗”，以移民管理警察新形象继续服
务。

顺德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在每年
清明节、6月 24日谭念烈士牺牲日、
烈士纪念日、国家公祭日等节点，以
国旗下的演讲、网上祭奠等形式，举
行纪念缅怀谭念烈士各项活动。

她终身未婚，没儿没女，却有无
数个敬仰她的人亲切地称她为“妈
妈”……今天，她的后继者——解放
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940 医院派出医
疗队，千里驰援武汉，赓续她的精神，
奋战在抗击疫情的主战场上。

她就是黎秀芳，我国现代科学护
理事业的奠基者和我军首位南丁格
尔奖获得者。

黎秀芳是湖南湘潭人，1949年 8
月参加革命工作。她为护理事业呕
心沥血，为军队和地方培养了 5000
多名护理人才，先后获得南丁格尔
奖、“国际医学成就奖”等多项荣誉。
去世后，被中央军委追授“爱党为民
模范护理专家”荣誉称号。

20世纪 50年代初，黎秀芳和她
的同学张开秀创造性地提出“三级护
理”理论（根据病情把病员分成危重
病员、重病员、轻病员三个护理等
级），“三查七对”护理制度（服药、注
射、治疗前、中、后各查对一次，对床
号、姓名、药品、剂量、浓度、时间、用
法等），将我国医院护理引向有序，奠

定了中国现代科学护理的基础。
为给病人一个安静的休息、疗养

环境，她们还提出了护理人员不能在
语言上、动作上给病人以恶性刺激的

“保护性医疗制度”设想……
1997年，黎秀芳获得第36届“弗

罗伦斯·南丁格尔奖”，成为中国军队
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医护人员。

孤身一人在我国西北工作了 66
年的黎秀芳，有 68 位亲人旅居海
外。1981年，黎秀芳赴美探亲，80多
岁的继母要求她留下来安享晚年，她
却如期回到了兰州。她说：“我的事
业在祖国。”

黎秀芳去世后，她的二弟将骨灰
用瓶子装上一些带到台湾，埋在父亲
黎离尘身边。其余的骨灰，按照黎秀
芳生前要求埋在了黄河岸边……

黎秀芳一生节俭。但她曾悄悄
捐款 20多万元人民币，帮助孤残儿
童治病疗伤；临终前，她又捐出数十
万积蓄设立“为兵服务奖励基金”。

黄河之滨，黎秀芳永远是军民心
中的“提灯女神”。

“残阳陨落，鲜血划破夜的苍穹。
你捂着胸口，在石板路，绽开鲜艳的花
朵……”11年来，铿锵的朗读声每隔
一段时间都会从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分
局敦仁派出所的二楼传出，这是每一
名到派出所工作的新民警都会接受的
一次“新警读鑫”教育活动，主题是纪
念一位名叫周鑫的战友。

“每次看到新民警们年轻的面
孔，周鑫那张清秀、干净的脸庞就会
浮现在我眼前。他们有着一样坚定
的眼神、一样炽热的内心。”敦仁派出
所所长冉庆说。

周鑫，1979年 1月出生于重庆涪
陵，1999年 8月参加公安工作，2002
年 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系重庆
市公安局涪陵区分局敦仁派出所民
警。从警 10年间，他忠实履行人民
警察的神圣职责，积极开展治安管理
与防范工作，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活动，为维护社会稳定、保一方平安
作出了突出贡献。先后荣立个人三
等功1次，获个人嘉奖1次，多次被评
为优秀公务员。

2009 年 2 月 20 日晚，周鑫在下
班回家途中，发现一名歹徒正持刀行
凶。为保护在场群众安全，他临危不
惧、挺身而出，与穷凶极恶的歹徒展
开殊死搏斗，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
仍强忍剧痛，奋力追击，终因伤势过
重壮烈牺牲，年仅30岁。

周鑫牺牲半小时后，民警将藏匿
家中正清洗血迹的嫌疑人抓捕归案，
并搜出作案猎刀。原来，这名嫌疑人
当天先是提刀刺伤 1名工人，又接连
刺伤3名路人，直至被周鑫发现。

周鑫牺牲后，被追授为全国公安
系统一级英雄模范。近年来，在他生
前工作过的派出所内，通过持续开展

“新警读鑫”“老警回所”等活动，红色
基因在民警们的骨子里传承。

浩然警魂，薪火相传。敦仁派出
所民警在英雄精神的指引下，积极探
索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城
市治理新模式、新途径，先后荣立集
体二等功 1 次，多次荣立集体三等
功，并荣获重庆市公安机关爱民规范
集体等荣誉称号。

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13年
前，25岁的年轻警官屠海力交出了自
己的答卷。

初春的乌鲁木齐，寒意尚存。无
论风雪几何，城市南郊烈士陵园内的
苍松翠柏始终挺立，屠海力安眠于此。

2006年 11月，24岁的屠海力如
愿考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
家渠市公安局。2007 年 2月 13日，
屠海力正式成为一名人民警察，进入
猛进派出所工作。

看着侄子穿上警服，小姑心疼地
提醒他，“干了警察这一行，任何时候
都要注意个人安全。”“那咋行？情况
紧急了，当警察的就得冲，要不然要
警察干啥？”屠海力回答。

朴实、谦和、孝顺、富有爱心……
这是人们对屠海力的一致评价。

2007年 7月 13日 18时，猛进派
出所接到报警，一名十二三岁的少年
在猛进干渠边玩耍时，不慎落入水中，
被激流冲走，随时会有生命危险。1
名民警和3名协警员迅速前往营救。

此时，正在办公室电脑前录入资

料的屠海力听说后立马跑出去也要
求同往。同事说：“你两个月没回家
了，所里不是安排你回家吗？你不要
去了。”

屠海力跳上车，“多个人，多一份
力，走吧！”

到达干渠边，大家发现了从上游
漂下来的孩子。屠海力一边向下游
跑，一边脱去衣服。眼见他准备下水
救人，同事着急喊道：“水太急，危险！”

“来不及了，这孩子还有救！”说
罢，屠海力纵身一跃，跳进了湍急的
渠水中。他抓住落水少年的腰，挣扎
着把孩子推向岸边，无奈水流湍急，
几次都没有成功。最终，冰凉的渠水
无情地吞没了他和少年。从警仅仅5
个月，他纵身一跃，为人间定格了一
个奋不顾身、舍己救人的高大身影。

公安部追授他为全国公安系统二
级英雄模范，共青团中央追授他为全
国优秀共青团员，兵团党委追认其为
中共党员，兵团公安局党委为他追记
个人一等功，自治区人民政府追授他
革命烈士荣誉称号。（均据新华社电）

延津纪委：第一视角监督复学
学生间隔1米、手持健康卡、面戴口

罩，有序站在方格线内排队入校，发现一
名“发热同学”，马上应急隔离，等待接
诊。近日，延津县一中等多所学校进行
疫情防控实战演习，全力做好高三开学
防疫不间断及其他年级开学前的准备工
作。在全真模拟演习中，县纪委监委检
查组现场监督并全程参与演习。

安全防控第一课，课后实行错峰就
餐，按班级分批次列队前往餐厅，经检测
体温，酒精消毒后，间隔一米排队打饭，
单人单桌进行就餐。检查组的两名“学
生”一个不落，全程参与演习各个环节。

据悉，延津县纪委监委检查组利用
演习时机，灵活变换监督方式，以学生身
份实践检验防控措施是否执行到位，用
第一视角察看防控工作，以学生身份考
虑，从学校职责角度出发。不看热闹，不
走过场，身临其境，实战监督，确保返校
复学工作部署全面周到、安排精准无误、
落实真抓实干。 （杜康乐 秦宝华）

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近年来，卫辉市始终把产业扶贫作

为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抓手，
选取具有用工需求多、带贫效果好、社会
贡献大等特点的本土大型企业，着力打
造县级带贫亮点；选取乡镇、村产品特色
强、发展潜力大、群众认同度高的经营主
体，着力打造乡、村级亮点。同时，在软
件上指导带贫点建立带贫档案，统一标
准，规范整理；硬件上设置统一标识牌、

宣传版面和宣传标语等内容，塑造带贫
形象，引导其他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加
入产业扶贫队伍，不断扩大产业带贫规
模，最终形成了县有重点、乡有特点、村
有看点的产业扶贫格局。

2019年，该市产业扶贫基地示范
园、生态绿化育苗扶贫基地等多个带
贫项目覆盖了所有贫困户，户均增收
超3000元。 （明来）

助力复工复产 筑牢疫情防控成果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趋稳向好，以

及加大复工复产政策的推进，人员流
动大幅增加。卫辉市房产服务中心
纪检监察室充分发挥监督职能，抓紧
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作，严格落实网
格化管理，筑牢疫情防控成果。

房产中心主任任伟和纪检监察
室工作人员到各小区检查督导疫情
防控工作时表示，一定要力反形式主
义，克服麻痹思想和松懈心态，继续

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外防输入、内
防扩散”，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筑牢
社区防线，全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

为确保工作落到实处，该中心还
注重抓好“防疫+作风建设”工作，坚持
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常态化，持续提升
党员干部政治素养，以坚定的信念、有
力的举措和过硬的作风，为打赢这场
战“疫”提供坚强保障。 （宋露）

守号不到一月喜中741万元
夫妻双双来领奖

福
彩
之
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扶老 助残

救孤 济困

2020年 3月 31日晚，双色球2020018期
开奖，当期全国中出8注头奖，上海中得1注，
由站点31110192（七莘路 3011号）中出。中
奖彩票是一张投注额为 32元的“6+16”蓝球
全选复式票，一共中得 1注头奖、15注二等
奖，共揽得奖金7410695元。

4月1日一大早，大奖得主陆先生就和爱人
来到了该市福彩中心兑奖处领奖。在兑奖过程
中，工作人员了解到，陆先生是一位有着十几年
彩龄的老彩民，而且还是双色球的铁粉。

虽然平时只是把彩票当作业余爱好，但
他一直有个购彩习惯，就是按心情随机购买
红球 6个号、蓝球全选，然后守这组号一段时
间。因受疫情影响，彩市休市较长，上次守的
号码他已记不太清了，所以复市后他随机来

了一组“6+16”，并开始守号。
陆先生表示，开奖之后发现自己号码全

对上了，他还有点儿不敢相信，第二天一大早
又叫上妻子，两人反反复复又核对了好几遍，
才确定真的中了大奖，便按捺不住激动的心，
双双请假前来兑奖。“真的太高兴了，昨晚紧
张得都没睡好觉，所以今天一大早就赶来兑
奖了！”陆先生脸上难掩兴奋。

而当被问及对于奖金有什么安排时，
陆先生和妻子均表示，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也没什么计划，不过中奖之后生活还是会
照常过，而对于这份突如其来的幸运，他们
会好好珍惜，将奖金妥善用好，同时他们也
表示，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继续支持福利
彩票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