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最美女干警寻找最美女干警

她言语不多，却对工作充满热情；她被称
为“铁人”，却在生活中有颗柔美之心。她叫
孙晓芳，现任焦作监狱政治处副主任、警务督
察队副队长、第一机关党支部书记兼党委秘
书。从警近20年的她，先后被省总工会授予
女职工标兵称号，被省局授予三八红旗手、五
一巾帼标兵、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等称号。

无言玫瑰显铿锵
孙晓芳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强烈的责任

心。为把监狱有限警力充实到基层一线，她
牺牲所有节假日，加班加点工作。好心同事
劝她早点回家，但她嫣然一笑：“今日事，今
日毕。”在队伍建设中，她建立“三级递进”工
作机制、量化考核验收机制和典型示范引领
机制，增强队伍合力；在创先争优中，她积极
开展争创红旗党支部、争当岗位之星等活
动，引导党员亮身份、亮业绩、亮形象；在党
员目标管理上，她实行党员量化百分制考
核，组建“人才库”，注重培养、鼓励复合型专
业人才；在规范基层工作流程中，她深入调
研，完善安全责任机制、规范警察值班制度，
制定了《监区警察一日工作流程》和《警察执
勤日记一本通》等；在警务督察中，她建立

《警务督察九项机制》，加大重点工作督察力
度，形成独具特色的督察方法。

芬芳玫瑰别样红
孙晓芳常说：“选择了监狱警察，就意味

着选择了奉献，选择了责任。”仅3年时间，孙
晓芳组织开展业务培训、体能训练、道德讲
堂等活动 180余次，累计培训警察 9600余人

次，受训率达99.8%。
为充分发挥女警在改造罪犯中的优势

和作用，作为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她带领
54 名女干警轮流参与罪犯会见监听工作。
选派 16名口才好、责任心强的女警成立“罪
犯思想教育女警讲师团”，并带头备课讲课，
制作视频讲座。

业余时间，她所撰写的调研报告曾荣获
国家级优秀奖和省厅局二、三等奖，300余篇
新闻稿件被省级以上主流媒体、省厅局简报
采用。

娇艳玫瑰也柔情
孙晓芳同志一直把工作当成事业、把事

业当成家业。孩子小时，有一天，她从单位
加班回家已是深夜 11 点，此时孩子躺在床
上，小脸通红，一量体温已达40摄氏度，她焦
虑地问：“傻孩子，怎么不叫姥姥呢？咋不给
妈妈打电话呢？”孩子说：“姥姥年龄大了，不
想打扰姥姥。你工作忙，我也不想打扰你
呀。”看到孩子这么懂事，她顿时哽咽，心如刀
割。长期高强度超负荷的工作让她患上了严
重贫血。今年体检时，医生看到极不正常的
体检报告吓了一跳，在医生和领导的强烈要
求下她不得不住进了医院，但仅输了几天液，
她就又急忙回单位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真水无香，天籁无声。孙晓芳始终用责
任和真诚书写着青春的华章，用追求和执着
践行着共产党员的本色，用敬业和艰辛诠释
着监狱女警的无私形象。这种美，美在无限
的忠诚，美在平凡的坚持，美在默默的奉献，
美在舍小家顾大家的情怀……

个子不高，皮肤不白，说话时面带微
笑。在近 10 年工作中，先后被评为焦作市

“十大巾帼建功标兵”、焦作市“政法系统公
正廉洁执法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她就是
我们要采访的人物之一——孟州市检察院
公诉科科长刘冬霞。

同事眼中的贴心大姐
工作中，她坚持“法施于人，虽小必慎”

的原则，对每一个案件都仔细审查、详细阅
卷，确保案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如果遇到
同事出现差错，她不会严厉地呵斥，而是主
动帮助同事查找问题，解决问题。

生活中，她细心照顾年轻同事，帮助他
们尽快成长，周末有空，她还会邀请家在外
地的同事去家里吃饭，让他们感受家的温
暖。

当事人为她深深鞠躬
2013年春节前夕，该县的一位农民老武

跟刘冬霞打了一个电话，说要去跟她送点自
家产的花生，但被刘冬霞拒绝了。老武的儿
子小武因找媳妇被骗的事让刘冬霞历历在
目。几年前，小武找了一个媳妇，在生活一
段时间后，小武的媳妇以要做生意为由骗取
老武家几万元钱。后来当地警方通知老武
被儿媳妇骗了 5.4万元后，老武整个人都呆
了，5万多元对于老武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
目，就这样被骗了确实很可惜。事发后，老
武找到承办该案件的刘冬霞，央求她让儿媳
妇赔偿一点损失。

案件一直起诉到法院后，还没有达成调

解。但刘冬霞没有泄气，多次通过中间人、
律师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经过多次努力，
双方终于在庭审前达成协议，老武获得3万
元赔偿。

拿到钱的老武一脸兴奋，跑到刘冬霞面
前说要请她吃顿饭，被刘冬霞婉拒了。老武
又拿出几百块钱，塞到她手中，说给孩子买
点儿糖吃，但也被刘冬霞拒绝了。那时的老
武嘴巴颤抖着，没有说话，似乎想说什么但
又说不出来，眼中还含着泪水，在法院的办
公室里，突然朝刘冬霞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一幕，让刘冬霞怔住了，眼泪夺眶而
出，那泪水不是高兴，不是兴奋，而是感动。
直到现在，那深深的一躬，那满眼的泪水，让
刘冬霞想起时还禁不住会留下泪水。

她是女儿口中的“骗子”
孩子还不到一岁的时候，她为了一个案

件，连续 3天没有回家，几乎忘记了家中还
有嗷嗷待哺的婴儿，第四天晚上她的母亲打
来电话：“闺女，我也没啥事，就是问问你忙
完了没有，孩子都几天没见你了。”挂了电话
她就泪如雨下。现在女儿已5岁了，她又成
了女儿口中的“骗子”，因为加班，她答应女
儿周末游玩也一推再推。

女儿上的幼儿园就在自己单位的对面，
但她几乎没有接过女儿。其实，她很想抽空
陪陪家人，尽一份自己的职责，但是有更神圣
的职责在她的双肩，她只能把对亲人的愧疚
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在她看来，在自己的工
作岗位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自己的工作
干好，用心去为大家服务就是最美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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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孟州市检察院公诉科科长刘冬霞

□记者 赵显 实习记者 赵文豪 仝乐 通讯员 赵士方

在奉献中绽放美丽在奉献中绽放美丽

□记者 赵显 实习记者 赵文豪 仝乐

——记焦作监狱政治处副主任孙晓芳

警营玫瑰铿锵绽放警营玫瑰铿锵绽放

2014年 11月 19日上午，南阳市 500余
名公安民警和社会各界群众来到南阳市殡
仪馆，含泪送别因公殉职的南阳市公安局
治安支队民警翟玉明。回首从警路，翟玉
明的每个人生节点都诠释着其从警生涯的
追求，也定格了一个优秀人民警察的情怀
和责任。

15年从警路践行“老黄牛”精神
翟玉明1999年从部队转业到南阳市公

安局工作，在15年的从警生涯中，他历任南
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四大队教导员、治安管
理大队教导员、基础大队大队长、南阳市公
安局消防指导办公室主任等不同的职务和
岗位，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
次，荣获河南省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
多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和先进工作者，被誉
为南阳公安治安战线上的“老黄牛”。

3年记录7200页他是一个“活地图”
2007 年 7 月至 2010 年 7 月，翟玉明担

任南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基础大队大队
长，3年时间里，走遍了南阳市 249个派出
所、912 个警务室，记录各类调研资料 36
本 7200 余页，对各派出所营房建设、人员
配备、装备保障等情况都亲自掌握情况，
建立了明细档案。不但自己成为省公安
厅治安总队领导赞誉的“派出所建设专
家”，也被基层民警称为“活地图”，更为南
阳公安机关带出了一批基层派出所工作
行家里手和全省先进典型，使南阳公安派
出所建设和打防绩效跃入全省先进行列，

为南阳市公安局赢取了全省“平安杯”治
安防控体系建设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清网行动”他是命案逃犯的“克星”
2010年 7月至 2011年年底，翟玉明临

时承担起南阳市公安局光武派出所筹建工
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翟玉明吃住在派
出所，带领派出所筹建领导班子和全体民
警破获各类案件 356 起，抓获各类犯罪嫌
疑人 250名，打掉犯罪团伙 13个。特别是
在2011年全国追逃“清网行动”中，翟玉明
带领追逃小组远赴广东、湖北和山西，成功
抓获公安部 B 级逃犯和命案逃犯 3 名，有
效维护了辖区治安稳定，带领筹建中的光
武派出所打防刑事犯罪战绩稳居市局直属
派出所前列。

“老黄牛”累倒在处警路上
2014年 11月 6日始，南阳市公安机关

全面开展以 APEC 安保为龙头的攻坚会
战，各项巡查巡防工作任务陡然增加，作为
治安工作专干的翟玉明和战友们一起坚守
岗位，放弃休假，24小时在岗在位，加强社
会面治安管控，连续作战。在连续10天的
高强度工作后，11月 15日 17时，翟玉明在
辗转巡查派出所消防监管工作途中突发心
肌梗死，抢救无效后因公殉职，年仅56岁。

在他的追悼会上，曾住淅川县盛湾镇
黄龙泉村的几位农民群众泣不成声。他
们是“南水北调”的移民，在移民过程中曾
认翟玉明为移民的“荣誉家人”。

“老黄牛”累倒了，倒在他忠诚的处警
路上，用生命的精彩为人民警察的责任定
格，诠释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宋玉山，中共党员，2009年12月转业分
配至方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工作至今。11
月23日，已连续工作28天的宋玉山在方城
县杨楼镇侦办案件过程中，因突发脑溢血，
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1岁。从警以来，宋玉
山因工作突出，先后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
者”、“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刑侦战场的“拼命三郎”
脱下军旅戎装，穿上藏蓝警服，他依然

保存着军人固有的坚毅、果敢、顽强、无私
特质，并在工作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2003年前后，方城县券桥乡发生3起女
学生被犯罪嫌疑人挟持强奸案，警方经过缜
密侦查，确定该3起案件系一人所为，该系
列案亦被省公安厅列为2012年Ａ级挂牌督
办案件。案件发生后，方城县公安局迅速抽
调精干民警组成专案组。作为刑警大队的
精干力量，宋玉山发誓一定要找到凶手。那
段时间，宋玉山吃住在单位，研判案情，摸排
走访，取证调查，筛选嫌疑，经过一个半月的
艰苦奋战，最终抓获犯罪嫌疑人。

2013 年 5 月份，家住方城县杨楼镇二
岗沟的陈某被人以加盟珠宝加工为由诈骗
5万余元。办案中，宋玉山等人经过调查，
发现该诈骗团伙通过在北京制作虚假网站
发布信息引诱受害人上当。通过网站域名
查找到详细地址后，宋玉山当即和同事奔
赴北京调查取证，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
下，抓获 7名犯罪嫌疑人。该案也带破数
十起其他案件，为群众避免和挽回经济损
失百余万元。

忘我工作愧对家人
在妻子眼中，丈夫是一个工作狂，几乎

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工作上。平时孩
子想爸爸了，也只能去单位匆匆见一面。
在他们新家中，“全家福”基本不多见。

今年 9 月份，宋玉山的大伯因一场车
祸住院治疗，父亲也因脑血栓摔倒住院。
这时儿女本应在床前尽孝，但对于宋玉山
来说，这近在咫尺的亲情却成了无奈的奢
望，因为此时的他正在缉捕逃犯的路上。
面对儿子的聚少离多，老父亲常说：“玉山
是军人，是警察，他把工作做好比啥都强。”

在亲人眼中，每次团圆饭、家庭聚会，
缺的总是他。面对家人的要求，他从来没
有爽快地答应，但面对眼前的案件，他总是
冲锋在前。他常说：“舍小家，顾大家，是每
一名民警都会做到的事情！”

生命定格在41岁
11月 23日 8时，方城县公安局刑警大

队接杨楼派出所报称：“该镇尚洞村尚某当
月16日晚酒后失踪，至今下落不明。”中队
长李磊随即带领宋玉山等人前往现场调
查，宋玉山等人一直询问当事人至 18 时
许。

当日 21 时 20 分，宋玉山在尚某最后
就餐的杨楼饭店进行现场了解情况时，突
感不适晕倒在地，后因抢救无效永远地离
开了。

这就是宋玉山，为事业，他殚精竭虑，
用生命诠释了一名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
为承诺，他默默奉献，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了
不平凡的业绩；为誓言，他无怨无悔，用铮
铮铁骨为人民警察树立光辉形象。

——追记南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民警翟玉明
□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梁是中季丰龙

生命定格在处警路上
□记者 王海锋 通讯员 姚文武 王东浩

拳拳心映无悔从警路

——追记累倒在刑侦第一线的民警宋玉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