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超杰，周口市公安局经济开发
区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

自 2002 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
他一直战斗在刑侦一线，以精湛的业

务技能、卓有成效的工作方法，侦破
了以部督“李艳勤被诈骗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 40 多人）、部督“牛晓亮被
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20 多人）

为代表的 1000 多起盗抢案件，打掉
100多个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800余名。
十几年如一日，他迎难而上、埋

头苦干，先后获得个人嘉奖三次，荣
立三等功三次，连续三年获得“中原

卫士”荣誉称号，2013 年获得“河南
省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年度公

务员考核连续7年为优秀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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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岩
用激情与青春
追逐刑警之梦

□河南法制报记者 朱广亚

李岩，2013年毕业于河南
警察学院，如今是安阳市公
安局北关分局刑事侦查大队
民警。入警后，他在治安大
队岗位上历练 4 年，于 2017
年走上刑侦岗位。李岩说，
他喜欢当刑警，在警校时他
心中就有一个梦，要练就一
身本领，做奔走在刑侦路上
的一名“铁警”，抓坏人、破大
案。

到刑侦岗位后，李岩勤
勤恳恳、兢兢业业，不断深化
对新形势下违法犯罪规律的
认识和把握，系统研究信息
化条件下打击犯罪的新机
制。2019 年，他抽丝剥茧，从
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关系人入
手，从海量信息中排查出一
个可疑手机号码，将已“洗
白”身份潜逃至四川绵阳 19
年的犯罪嫌疑人抓获。

当李岩和他的同事突然
出现时，模样已经发生很大
变化的犯罪嫌疑人很快承认
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我吃完
这碗饭就跟你们走。”犯罪嫌
疑 人 震 惊 过 后 ，平 静 地 说
道。李岩至今仍记得犯罪嫌
疑人落网时的一幕。那一
刻，他的内心是激动的。他
说，他要用自己的努力让犯
罪嫌疑人明白一个道理：法
网恢恢，疏而不漏。

为了侦破案件，李岩经
常深夜还不能回家，加班加
点是家常便饭。他是一名合
格的人民警察，却不是一个
称职的父亲。2020 年 10 月 4
日 夜 里 ，4 岁 的 儿 子 高 烧
39.5℃，哭闹着要找爸爸，而
当时的李岩正在押送犯罪嫌
疑人去看守所的路上。办完
送押手续，他从看守所赶回
家 时 ，孩 子 已 经 哭 累 睡 着
了。看着儿子脸上的泪痕，
他心里满是愧疚。

李岩不足 15 平方米的
办公室内，堆着一摞摞案卷，
让整个办公室显得很拥挤。

2020 年国庆假日期间，
他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连续作战 8 天，成功侦破盗
窃、诈骗等案件 6 起，打掉套
路贷团伙 1 个。假日过后，
他又远赴黑龙江，连续蹲守
19 个小时将嫌疑人抓获。顾
不上停歇，他又马不停蹄前
往哈尔滨市双城区抓捕另一
名犯罪嫌疑人……

一天又一天，他奔波在
办案路上，一步步实现着“抓
坏人、破大案”的梦想。

智勇双全智勇双全
屡破大案要案屡破大案要案

□河南法制报记者 陈军

田
超
杰

有勇有谋
跨省深山抓捕“二对三”

2018年9月28日16时，周口市经济开发
区一家公司的会计郭女士报案称，有人冒充公
司总经理诈骗公司75万元。

田超杰了解案情后得知，75万元汇款刚转
出去不到一个小时。他意识到嫌疑人可能还
没有将钱转走，立即和市公安局相关部门联系
进行紧急止付。同时，他和郭女士一起赶往周
口市农业银行调出流水，查询对方的开户信
息，得知开户地在广州。

犯罪嫌疑人却是在广西作案。当天，田超
杰便带领民警飞往广州，先对被骗资金进行冻
结，然后转战广西，深入大山进行侦查、抓捕。
语言不通，田超杰担心错失良机，便扮成要在当
地租房的生意人打探消息，试图寻找犯罪嫌疑
人的活动轨迹。在摸清主要犯罪嫌疑人叶某的
情况后，田超杰决定放长线钓大鱼，把参与各个
诈骗环节、链条的犯罪嫌疑人一网打尽。

侦查过程中，叶某突然察觉到动静，驾车
潜逃。在大山深处，田超杰驾驶租来的车辆，
紧紧跟着驾驶宝马车潜逃的叶某，并依据前期
摸排到的信息，提前赶到犯罪嫌疑人接人的地
方架网守候。

犯罪嫌疑人赶到时，车上下来了3名犯罪
嫌疑人，而田超杰他们只有两个人，抓捕力量
不足。但是，抓捕机会一旦错失，案件将会走
向死胡同。田超杰当机立断，决定两人都先将
手铐铐在自己的右手手腕上，在抓捕时用手铐
的另一头铐住犯罪嫌疑人，这样至少保证每人
能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二人每人锁定一名
犯罪嫌疑人，乘对方不备，突然实施抓捕，成功
将其中的两名犯罪嫌疑人铐住。第三名犯罪嫌
疑人一下子愣住了，田超杰趁其惊慌失措之机，
用左胳膊将其紧紧搂住。另一名同事也迅速上
前支援，二人成功将3名犯罪嫌疑人抓捕。

等把3名犯罪嫌疑人带到当地公安机关，
田超杰二人才发现手腕因手铐的摩擦流血不
止。同时，田超杰的右脚在抓捕时崴了一下，
肿得厉害。主要犯罪嫌疑人落网，田超杰顾不
上休息，连夜展开突审。经过20多个小时的审
讯，犯罪嫌疑人交代出其他同伙。田超杰又立
即和同事驱车赶往南宁市，成功抓捕4名犯罪
嫌疑人。看到田超杰一走一瘸还一直冲在前
面，同事劝他去医院治疗一下，田超杰却调侃
说：“轻伤不下火线。”其实，那几天田超杰的胸
口一直疼得厉害，他咬牙坚持，没说一声。后
来实在疼得受不了，他在湖南省湘潭市下了高
速，在当地医院进行了检查。医生建议他卧床
休息半月，不能劳累，但他挂心案子，简单拿了
点药就继续上路了。抓第七个犯罪嫌疑人的
时候，田超杰已经6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因
连续熬夜，他两眼通红，起了满嘴泡，扁桃体严
重化脓，尽管如此，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他还
像“打了鸡血”一样精神。

从 2018 年 9 月 28 日到 2019 年 1 月 28
日，田超杰带领民警，历时 120 余天，行程一
万多公里，奔赴广西、广东、河北、陕西，抓
捕犯罪嫌疑人 42 名，并将被骗的 75
万元全部追回。

沉着冷静 化身水电工擒命案嫌疑人
2020 年 8 月，田超杰在对周

口市隐藏时间较长的命案在逃犯
罪嫌疑人进行梳理分析研判时，
发现由北京市公安局于2001年5
月上网追逃的命案在逃犯罪嫌疑
人杨某户籍地为周口市淮阳区曹
河乡，该乡紧邻周口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田超杰分析，杨某很
可能隐藏在周口市区。他连夜赶
往曹河乡走访调查，得知杨某的
女儿在广西南宁工作。通过技术
手段，他核查出与其女儿在节假
日联系比较频繁的一个可疑电话
号码，号码归属地为周口市。

经与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
联系，田超杰确认杨某已被列为
公安部命案积案攻坚战目标逃
犯，且因历史原因，上网照片非其
本人照片，这无疑给抓捕增加了
难度。同时，田超杰也得知了杨
某以前是大车司机的线索。

在查知可疑号码机主因家中
电路问题与一水电工联系后，田
超杰决定扮成水电工到其家中，
与其接触核实。他与物业公司协
调后，换上水电工的工作服，掂着
工具箱敲开了该机主的家门。到
其家中后，田超杰边检查线路边
与该机主交谈。谈到电路短路
时，该机主无意中说他也懂电路，
曾经开了几十年的大车。得知这
一重要信息，田超杰立即按照抓
捕预案，给在楼下等候的同事打
电话，说：“我忘了带电笔，你们给
我送一个到11号楼510房间。”

楼下的同事接到指令，迅速
赶到该房间。看到突然进屋的警
察，该机主叹了一口气说：“我躲
了20年，也想早一天解脱。我就
是北京市公安局上网追逃的杨
某。”目前，杨某已被移交至北京
市公安局昌平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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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忘我 家人是他最大的后盾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他忠于职
守，舍小家为大家。古人云“忠孝
不能两全”，这句话对他来说是如
此刻骨铭心。

2018年9月初的一天，田超杰
连夜赶往西安市执行抓捕任务。
路上，母亲给他打电话，问他最近
工作忙不忙，能不能请两天假。

“我在去西安的路上，有什么
事吗？”他问道。

“你又出差了啊？没啥大事，
晚上开车你注意安全。”母亲回道。

田超杰不知道，当天他70多
岁的老父亲因心脏病到郑州住院，
医生要求立即做手术，但因病人年
龄较大，偏瘫在床且有严重的糖尿
病并发症及高血压病，手术风险
大，需要征求家属意见，母亲才在
无助之下拨通了他的电话。

因夜间在高速上行车，田超杰
急急忙忙挂了电话。一天一夜，他
守候在嫌疑人的临时居住地，最后
成功将其抓获。赶回周口后，他才
知道父亲已经做了手术。

他赶到医院，父亲什么也没有
说，更没有埋怨，就说了一句：“我
知道你工作忙。”看着躺在病床上
憔悴的父亲，这个钢铁一般的汉子

瞬间泪流满面。
十几年的刑警生涯里，家庭与

事业、“小家”与“大家”的矛盾总是
不断交织在他的世界里。因他整
天忙于工作，平常教育儿子的重担
只能交给妻子，赶上妻子忙时，孩
子就得托付给别人照看。像这样
的情况，一年不知有多少次。父母
年迈体弱，因工作忙碌，他一年到
头也难得去探望几次，每次还都是
匆匆而归。

但他在父母眼里仍是好儿子，
在妻子面前仍是好丈夫，在孩子心
中仍是好父亲。只要有时间，他会
尽可能地多陪伴家人，也会常常打
电话问候父母。

他说：“我能一心扑在工作上，
是因为有家人全力的支持，他们是
我最大的后盾。”

刀光剑影、风雨历程，十几年
的刑警生涯，他用敬业的工作精
神、辛勤的工作态度、扎实的工作
作风、显著的工作成绩，赢得了群
众的好评，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赞
誉；他以对公安事业的挚爱和执
着，创下一个个骄人的战绩，留下
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谱写了一曲青
春热血的奉献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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