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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牌”警察炼成记
□记者 井春冉 实习生 杨瑞雪 通讯员 刘鑫

在公安系统的每个岗位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样一类民警，有的是岗位能
手，有的是业务骨干，有的是行业标兵，有的甚至是领域专家，他们是同行里的佼佼
者，成为“王牌”警察。

这些名警察，虽说脾气秉性、兴趣专长、所处境遇各不相同，却都有着不愿辜负
信任和期待，认真负责、勇于担当，连创佳绩、获得殊荣的共同点。这期我们聚焦中
原警营里的“王牌”警察们，讲述他们的故事，介绍他们的经验做法，以期为活力满
满的中原警营注入新的动力。

阅读提示：

黄瑞军的“捉恶秘籍”

警犬训导员张琰的心里话

□河南法制报记者 井春冉 实习生 杨瑞雪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
发展发展，，我国出入境的人员越来越多我国出入境的人员越来越多，，出入出入
境管理民警的职境管理民警的职责也越来越重要责也越来越重要。。为许为许
昌把守昌把守““国门国门””的许昌市公安局治安支的许昌市公安局治安支
队出入境管理大队是一支由清一色女队出入境管理大队是一支由清一色女
警组成的警组成的““娘子军娘子军”。”。这支这支““娘子军娘子军””团团
结奋进结奋进、、屡创佳绩屡创佳绩，，连续连续 55 年在全省公安年在全省公安
系统绩效考评中名列第一系统绩效考评中名列第一，，55 年办理各种年办理各种
证 照证 照 4040 万 件万 件 ，，无 一 差 错无 一 差 错 ，，群 众 满 意 度群 众 满 意 度
100100%%，，她们自主研发的她们自主研发的““手写签名数字化手写签名数字化
自动采集设备自动采集设备””已在全国推广应用已在全国推广应用。。她她
们不畏艰难们不畏艰难、、勇挑重担勇挑重担，，多次出色完成涉外多次出色完成涉外
任务任务，，彰显了大国警察的责任担当彰显了大国警察的责任担当。。

这支大气沉稳这支大气沉稳的的““娘子军娘子军””也曾有过也曾有过
惊心动魄的时刻惊心动魄的时刻。。一次一次，，在遣返非法滞留在遣返非法滞留
我国两年的两名缅甸籍妇女那肯和歪树我国两年的两名缅甸籍妇女那肯和歪树

时时，，她们忍受着高原反应她们忍受着高原反应，，在垂直落差达在垂直落差达
40004000 米云南著名的魔鬼盘山公路上米云南著名的魔鬼盘山公路上，，遇到遇到
了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了风雨交加的恶劣天气。。在一个急转弯在一个急转弯
处处，，司机猛打方向司机猛打方向、、急刹车急刹车，，车上的人一下车上的人一下
子全部摔离了座位子全部摔离了座位。“。“砰砰””的一声的一声，，车子撞在车子撞在
了路边的防护墩上了路边的防护墩上，，车厢里一片混乱车厢里一片混乱，，那肯那肯
趁乱将车窗打开趁乱将车窗打开，，把一条腿搭在窗户上趁把一条腿搭在窗户上趁
机逃走机逃走。。该大队大队长马志贤见状该大队大队长马志贤见状，，不顾不顾
一切地扑了上去一切地扑了上去，，死死地抓住了那肯的另死死地抓住了那肯的另
一条腿一条腿。。

从许昌到中缅边界的云南省瑞丽市从许昌到中缅边界的云南省瑞丽市
口岸有口岸有 27002700 公里公里，，民警既要照顾好那肯民警既要照顾好那肯
和歪树的衣食住行和歪树的衣食住行，，又要防止她们逃跑伤又要防止她们逃跑伤
亡等意外发生亡等意外发生，，难度可想而知难度可想而知。。特别是从特别是从
昆明到瑞丽昆明到瑞丽，，有有 800800 多公里多公里，，不通火车不通火车，，要要
坐坐 2020 多个小时的汽车多个小时的汽车，，其间要穿越著名其间要穿越著名

的怒江大峡谷和高黎贡山的怒江大峡谷和高黎贡山。。
经过经过 3030 多个小时的连续长途跋涉多个小时的连续长途跋涉，，女女

警们终于来到了中缅边界警们终于来到了中缅边界。。大家从行囊中大家从行囊中
拿出一套崭新的警服穿好拿出一套崭新的警服穿好，，精神抖擞精神抖擞、、英姿英姿
飒爽地出现在庄严的中国界碑前飒爽地出现在庄严的中国界碑前，，她们依她们依
法将那肯和歪树交到缅方边警人员手中法将那肯和歪树交到缅方边警人员手中。。

从中原大地到云南边陲从中原大地到云南边陲，，勇敢的女警勇敢的女警
们在这们在这条险象环生的魔鬼通道上已经穿条险象环生的魔鬼通道上已经穿
梭了梭了 102102 次次，，遣返遣返 121121 人人。。面对遣返对象面对遣返对象
生病或装病生病或装病，，甚至自残甚至自残，，面对家人的牵挂面对家人的牵挂
和随时可能出现的天灾人祸和随时可能出现的天灾人祸，，她们毫不退她们毫不退
缩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她们早已将对警她们早已将对警
察工作的认同和责任转化成了忠于祖国察工作的认同和责任转化成了忠于祖国
的大爱和家国天下的情怀的大爱和家国天下的情怀，，用实际行动维用实际行动维
护着国家和法律的尊严护着国家和法律的尊严，，站好了许昌站好了许昌““国国
门门””的第一道的第一道岗岗。。

她们在魔鬼通道上穿梭她们在魔鬼通道上穿梭102102次次

▲近日，封丘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以小学生为重点教育对象，组织民警深
入辖区各小学，讲授交通安全知识，提高了小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
护能力。 河南法制报记者 王富晓摄影报道

河南公安人河南公安人

开栏的话
为认真贯彻落实公安部部长赵克

志在河南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省委书记王国生的指示精神，落实省
公安厅党委“争做出彩河南公安、出
彩河南公安人”的具体要求，以实际
行动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
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日前，省公
安厅决定，在全省公安机关开展“出
彩河南公安、出彩河南公安人”系列
宣传活动，推树一批基层先进典型，树
立河南公安形象。

即日起，本报开设“出彩河南公安
人”栏目，讲述河南公安机关和广大公
安民警积极投身新时期各项安全保卫
工作，忠诚履职、勇于担当、吃苦奉献
的故事，发出河南公安好声音，传播公
安正能量。

20 年里，他在工作之余先后抓获各类犯
罪嫌疑人 450 余人，在警界赢得“高墙内的猎
手”“跨界追逃行家”的美誉。他就是三门峡
市看守所副所长黄瑞军。

2003 年 2 月，黄瑞军在与在押人员的谈
话中获得一个重要线索：犯罪嫌疑人李某参
与一起冒充军警抢劫案，而李某刚从市看守
所释放。黄瑞军立即将情况反馈给释放李
某的办案民警，并表示愿协助该办案单位将
其抓获。办案民警却疑惑地说：“你们看守
所的也能把人抓回来？”血气方刚的黄瑞军
内心被深深地刺痛了，下定决心要把李某抓
回来。此后，黄瑞军就到李某常出没的地方
蹲点。10 天后，李某被抓。当天，根据李某
的交代，他们将另一名涉嫌敲诈勒索的网上
逃犯张某抓获。最后，这个 8 人犯罪团伙，除
案发后办案单位抓获的 4 人，黄瑞军在事隔 3
年后抓获了另外 4 人。

一个月时间，黄瑞军连抓 3 名案犯和 1 名
网上逃犯，这不仅让同行对看守所民警刮目
相看，黄瑞军还被三门峡市公安局记个人三
等功一次。

许多人问黄瑞军有什么秘籍能在看守所
深挖犯罪，破了这么多案子？黄瑞军谈起他
的“捉恶秘籍”，就是始终如一地做到“勤、
细、实、趣”四个字。

勤。黄瑞军经常找在押人员谈话。他常
常去在押人员宿舍，与在押人员谈理想、论
前途，并时常以坦白检举从宽处理的实例，
鼓励在押人员立功赎罪。

细。黄瑞军经常从一些小细节上捕捉到
战机。他在一次与在押人员谈话中，由孩子
取名这一细节揪出隐藏在看守所里的命案
逃犯郑某某，抓住战机一追到底。

实。对于在押人员提供的每一条线索，
黄瑞军都会认真落实查证，既提高了在押人
员检举揭发的积极性，又让在押人员感受到
管教民警业务精湛、素质过硬，降低了监管
的安全风险。

趣。他通过教育感化在押人员获取线
索，对每一起案件都深追细究，将人生乐趣
融入其中，既检验了工作实效，又实现了自
己当一名好警察的梦想。

监所深挖犯罪是个需要耐心的精细
活，更是个专业技术活，既要“跨界”又不
能“越界”。在深挖犯罪过程中，黄瑞
军自学刑法、刑诉法和公安机关办理
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在认真总结传
统深挖犯罪工作方法的基础上，运
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研判式协助破
案。他先后创造了多项信息化技
战法，撰写了 10 万余字的《高墙
内的犯罪阻击》，录制了 200 分
钟共 7 集的教学光盘，用自己
的故事和工作技巧带动、教
育更多的监管同行投身到监
管事业，打赢每一场阻击罪
恶的歼灭战。

2016 年 1 月 11 日，省
公安厅以黄瑞军的名字
命名了他独特的“黄瑞
军深挖犯罪工作法”，
并在 2017 年全省警务
创新博览会上进行
推广，被省公安厅刑
侦总队“跨警种”聘
请为全省“岗位追
逃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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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9 年从中国刑事

警察学院警犬技术专业毕业
后，张琰一直在郑州市公安局

犯罪侦查局警犬训导支队工
作。9 年来，他与数十条警犬默

契配合，协助侦破了 100 多起大
要案，圆满完成 300 余起大型活动

安保巡逻任务，被同事们称为“警
犬界的一颗新星”。

2017 年 8 月 8 日 9 时，110 指令称，
位于郑州市中原区的袁河村发生一起

故意杀人案，犯罪嫌疑人袁某驾车逃
窜 。 张 琰 迅 速 携 警 犬“ 阿 泰 ”前 去 支

援。大约 40 分钟后，在距中心现场东北
方向约两公里的一处土路上，民警发现

了犯罪嫌疑人逃跑时遗留的一辆面包车。
根据车内的嗅源和车轮及附近的嫌疑人脚

印，张琰带犬进行追踪。追踪至离车辆约 3
公里，一处山上废弃的居民平房附近时，“阿

泰”发出了吠叫报警。由于山地环境复杂，在指
挥部告知无法及时援助，且犯罪嫌疑人随时可能

自杀或再次逃跑的情况下，张琰带着“阿泰”义无
反顾地冲了上去，经过一番激烈搏斗，成功制伏了

犯罪嫌疑人袁某。此案在张琰的参与协助下，仅用

了 3 个多小时便成功告破。2017 年，“阿泰”获得了公
安部颁发的警犬届的最高荣誉——“公安部功勋犬”
荣誉称号。

经常会有人问张琰“功勋犬”是怎样练出来的？
练犬需要什么秘诀？“哪里有什么秘诀，不过是训导员
要有攻坚克难、不怕苦不怕累的态度，掌握科学、有效
的技战法，利用好警犬的特性，不断地强化训练。”这
确实是张琰的心里话。他说，训练警犬具体有三点要
注意：一是体能方面。一条合格的警犬，必须有好的
体能，这就要求训导员从它小时候就带它跑步、跳障
碍锻炼。二是训练要根据犬的特点进行，做到有的放
矢。比如“阿泰”在嗅觉方面非常敏锐，就训练它朝搜
毒、搜爆和根据气味追踪的方向发展。三是训导员要
掌握科学、行之有效的技战法，这样在运用警犬技术
参与侦查破案时，才能发挥警犬的独特作用。比如

“三个三结合”：“人犬步法三结合”“追踪现场鉴别搜
索三结合”“侦查相关技术和警犬三结合”的综合利
用；利用“犯罪通道横断面”理念，兼用“人判断犬寻
迹”的方法，找到、切入并打开犯罪通道，既高效发挥
警犬自身能力和特殊性，又充分利用人的主观能动
性、经验和创造力，大大提升侦查破案的水平。

张琰说，以科学的技战法作依托，用心地参与侦查
破案，再加上深刻的学习和领悟，就一定会在警犬技术
领域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