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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代表旁听一起环境污染公益诉讼，并为维护公共利益发声

怎样才能让“公地悲剧”不再重演
■本报记者 王海燕

为了蝇头小利，100多吨“洋垃圾”报关
进口。尽管这批“洋垃圾”最终被阻挡在国门
外，但处置和惩罚远未结束。

9月 5日， 因洋垃圾而发起的一场公益
诉讼在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市人
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专家
学者一起旁听了这场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生面
孔”。 这起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民事公益诉讼
究竟有什么启示？从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到
消费者权益，如何通过公益诉讼，维护我们
的公共利益？

谁为百吨固体废物入境买单

这起公益诉讼案的审判队伍很庞大，由
3名法官与 4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旁
听席上坐着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市
人大代表、专家学者等。

4个被告，一船铜污泥。尽管国家三令五
申严禁进口“洋垃圾”，4名被告仍利欲熏心，

罔顾国家法律，企图通过伪报方式将“洋垃
圾”引入国内，以牺牲环境的代价从“洋垃
圾”中提取有限的可回收利用物牟利，造成
环境污染的重大风险。

2015年初，被告华远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钱某联系到被告黄某、 被告米泰公司陈某、

被告薛某， 要求采购进口含铜固体废物。

2015年 9月，薛某在韩国组织了一票 138.66

吨铜污泥，由米泰公司谎称“铜矿砂”制作报
关单证， 华远公司向米泰公司支付货款 45

万余元，由黄某在上海港报关进口。此后，这
批货物被海关查获滞留港区。

尽管案件当事人获利仅几十万元，但清
除这些固体废物所需花费的人力、财力不容
小觑。法庭上，公益诉讼专家辅助人、华东师
范大学环境科学系主任张勇表示，铜污泥是
国家明令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本案污泥中
铜含量为 3.40%-31.45%，含有镍、锌等重金
属，属于“涉重金属污染物”。上海市固体废
物管理中心表示，涉案铜污泥中含有大量重
金属，应委托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进
行无害化处置。 经上海市价格认证中心评
估， 涉案铜污泥处置费用为 105.37万元。经
合议庭评议后认为，4名被告在明知铜污泥
系国家禁止进口的固体废物的情况下，共同
商议、分工合作，进口铜污泥，造成环境污染
风险，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故 4 名被告连带赔偿非法进口固体废
物处置费 105.37万元，支付至检察机关公益

诉讼专门账户。

打造公益诉讼“上海样板”

“这个案例十分典型。”华东政法大学公
益诉讼研究中心主任李翔教授说，随着生态
环境重要性日渐凸显，相关公益诉讼案件逐
渐增多。据悉，2018年至 2019 年 8 月，全市
法院共受理 32件公益诉讼案件，其中 24件
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占比高达 75%。

据悉， 公益诉讼工作在沪已取得突破，

近两年，上海检察机关和法院受理多起公益
诉讼案件。 比如检察机关自 2017年 7月开
展公益诉讼工作，至今年 7 月底，共研判公
益案件线索 2500余件， 立案受理公益诉讼
案件 565件，提起诉讼 29件。针对进口洋垃
圾、非法排污、非法倾倒危废固废、破坏野生
动物资源、 减肥药保健品非法添加药物、生
产含瘦肉精牛肉、生产假阿胶等违法行为积
极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依法维护公益。

在这起“洋垃圾”公益诉讼案件中，相关
方涉及安徽、浙江、上海。

李翔认为， 上海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时，除了要解决上海自身的问题，还要关注
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所涉及的公益
诉讼中的联动机制。“上海的司法部门和立
法机关要将眼光放得更远。”在他看来，公益
诉讼案件尤其是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跨区
域协作机制很有必要。

据悉，上海法院正在推进公益诉讼跨省
协同，打造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共
同体。青浦被确认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上海规划的 4个生态战略协同
区横跨苏浙沪，对长三角司法协同、区域协
作提出更高要求。目前上海检察机关已经会
同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检察机关签订《关于长
江经济带检察机关办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
资源案件加强协作配合的意见》， 还与长三
角省级院签订《建立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保
护司法协作机制的意见》， 牵头召开环太湖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协作会议，就环太湖
水环境治理出台行动方案。

拓宽公益诉讼线索渠道

市人大代表邹文权历数检察院的四大

检察职能，其中，公益诉讼是四项中最不为人
所了解的一项。在他看来，目前，全社会支持公
益诉讼的意识尚未形成，协助公益诉讼调查取
证权落实尚不到位，公益诉讼领域扩展尚显滞
后。“支持检察公益诉讼的意识需进一步加
强。”他建议，检察机关加大宣传力度，向大众
普及公益诉讼的相关知识。

经济学上有著名的“公地悲剧”理论。一块
草地划分成几块给个人，中间留下一块作为公
共用地。一年下来，“个人用地”用得有计划有
节制，而“公共用地”却因过度放牧寸草不生。

这就是 “公地悲剧”， 即人们过度使用公共资
源，最终会因资源有限而引发冲突，损害所有
人的利益。

从环境保护、 食品安全到消费者权益，我
们的公共利益由谁来发声？破解“公地悲剧”，

公益诉讼就是一种诉讼手段。

市人大代表刘正东认为，尽管这两年公益
诉讼案件取得突破，但现有的公益诉讼案件数
量偏少，范围偏窄。“两年多来，本市检察机关
研判公益诉讼线索 2500多件， 但提起公益诉
讼的才 29件，数量相对较少。而在上海法院受
理的公益诉讼中，大多集中在环境和食品安全
等民事公益诉讼领域，对行政公益诉讼涉及很
少。”

“这些现象都反映出目前公益诉讼的线索
还太少，拓宽公益诉讼线索的渠道很有必要。”

刘正东建议，检察机关在现有与 12345热线对
接以及行刑衔接的基础上， 要增加检律互动，

即检察机关与律师事务所就公益诉讼的线索
加强互动。在他看来，上海目前有 28000 多名
律师，很多律师都在从事民事案件以及行政案
件的诉讼，掌握很多公益诉讼线索，他们可以
成为公益诉讼线索的重要来源。

在“洋垃圾”这起公益诉讼中，4名被告最
终为百吨固体废物入境买单。如何通过公益诉
讼让违法者付出应有代价？市人大代表厉明认
为，对公益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在判决相应的处
置修复费用的同时，还应追加罚款，增加违法
成本，这将为社会树立好的样板。“判被告要承
担修复的费用，如果他一时拿不出来，下一步
环境污染怎么修复？” 厉明担心万一修复费用
不到位，会造成环境修复搁置，建议未来设立
环境污染的损害基金， 先由基金将废弃物处
置，然后再向有关当事人追诉。

刘正东建议，上海人大可以针对这些问
题，进行地方立法先行先试，为下一步全国
制定公益诉讼法奠定基础。他也很认同加强
宣传的做法,“检察机关要走进工厂、 走进农
村， 这些地方是最容易产生公益诉讼的，让
检察机关协助他们，使‘公地悲剧’现象不再重
演。”

构筑空中安全“防护网”

市人大代表建议加强无人机管控

■本报记者 王海燕

七八百米的空中，时常盘旋有“无人机”等航空器，而
一旦发生违法违规飞行，后果不堪设想。市人大代表孙弘
为此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低慢小”航空器管控的建议，日
前得到承办部门“解决采纳”的答复。

“低慢小”航空器违规飞行危害多
所谓“低慢小”，是指飞行高度在 500米以下、飞行时速

小于 200千米、 雷达反射面积 2平方米以下的飞行目标。

“低慢小”航空器种类繁多，目前主要有轻型和超轻型飞机、

轻型直升机、滑翔机、三角翼、动力三角翼、滑翔伞、动力伞、

热气球、飞艇、无人机、模型航空器、空飘气球、系留气球等
13类，因获取便利、造价不高、操作简单，深受广大航空运
动爱好者喜爱，但也存在被不法分子利用肇事的可能性。

这些航空器会造成哪些危害？ 首先是扰乱空中秩序。

因空管部门无法掌握违法违规飞行计划和飞行企图，一旦
发现，必将启动应急处置预案，不仅需要临时调整军民航
飞行紧急避让，防止空中相撞，且需要临时调整民航班机
紧急避让战斗机、警务直升机升空，必要时还需临时关闭
机场，造成民航班机绕飞、等待，甚至备降，延误旅客行程。

例如，2011年 9月 1日， 上海奉贤海湾地区上空发生的动
力伞违规飞行，直接影响了 39架次民航航班正常飞行。

其次，危及飞行安全。因空管部门事先不知违法违规
飞行空域需求，难以及时有效地为其提供空域保障；加之
驾驶者或操纵者不能够及时准确掌握飞行区域内的空中
动态，极易与其他航空器发生飞行冲突。

“无人机等违规飞行还有可能造成地面附带损伤。”在
孙弘看来，上海地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一旦发生问题，必
将严重威胁地面安全。另外，“低慢小”航空器容易被敌对势
力、恐怖分子利用，携带爆炸物、生化制剂等危险品袭击重
要目标或地域，投放非法宣传品，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构
成严重威胁。

建议实名登记，“面对面”宣传
如何营造一片安全和谐的蓝天？孙弘建议，尽早制定适

应本地区“低慢小”航空器发展的地方性管理法规，将生产、

销售、进出口、运行、监管、处罚、责任追究等各个环节统一
纳入规范化管理渠道。同时，协调苏浙，将管控范围扩大到
长三角地区，形成维护上海空中安全的“防护网”。他建议，

健全协管协防机制。优化整合“低慢小”航空器及其临时起
降点数据库，定期查验单位、航空器、临时起降点资质。他还
建议，将航空法规宣传和空防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据了解，2018年，市交通委牵头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

空军上海基地、市公安局等部门起草《上海市民用无人驾
驶航空器飞行管理办法》，现已征求各相关部门意见。首届
进博会期间，本市划定禁飞区域、时间，明确对“黑飞”行为
进行处罚。市公安局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民航华东地区管理
局、空军上海基地、市交通委、市体育局、市文旅局、市气象
局、上海海关等单位，常态化建立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
安全管理联络机制，形成“信息共享、情报互通、军民联动、

联合查处”的全环节监管机制。依托群防群治力量，针对“低
慢小”航空器飞行申请、实名登记，禁飞区域划定以及相关
法律法规等内容，深入社区、企事业单位等处开展“面对
面”宣传，并对“低慢小”航空器持有（使用）和管理者发放
相关告知书，明确法律责任及“黑飞”处罚情形等事宜。

何为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包括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 这是按照适

用的诉讼法的性质或者被诉对象(客体)的不同划分的。诉讼法理
论认为，利益受到了损害，受害者就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司法

救济。按照提起诉讼的主体，公益诉讼可以划分为检察机关提起的公益诉讼、其他社会团
体和个人提起的公益诉讼，前者称为民事公诉或行政公诉，后者称为一般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案庭审现场。 王心雨摄

屡建战功壮山河 赵基梅
据新华社武汉电 赵基梅，1909

年生， 湖北麻城人。1929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 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任红四方面军排长、营长、团政治处
主任、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鄂豫皖
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围攻”和
长征。他作战勇敢，屡建战功，到达陕
北后入红军大学学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赵基梅任
八路军第 129 师 386 旅 771 团政治
处主任，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晋冀
豫军区第 5军分区司令员，先后参加
晋东南反 “九路围攻”、 磁武涉林等
战役战斗。1940 年 4 月，任八路军第
2纵队新编第 3 旅副旅长，参加冀鲁
豫边区反 “扫荡”； 后任新编第 3旅
代理旅长，率部进至鲁西南地区恢复
和发展抗日根据地；1941 年起任八
路军第 115 师教导第 7 旅政治委员
兼冀鲁豫军区第 8 军分区司令员和
政治委员、第 7军分区政治委员、第 5

军分区司令员，继续坚持鲁西南地区

游击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赵基梅任晋冀鲁豫
野战军第 7纵队副司令员，参加出击陇
海路、定陶、巨（野）金（乡）鱼（台）、豫北
攻势等战役；1947年 8月任晋冀鲁豫野
战军第 12纵队司令员， 率部挺进大别
山；12月兼任江汉军区司令员， 率部西
越平汉铁路向江汉地区展开，配合大别
山主力部队反“围攻”斗争。

由于长期战争环境和忘我工作，他
得了严重的胃病。 尽管身体十分虚弱，

他还是同战士们同吃“大锅饭”，配给他
的马也总是让给伤病员骑。在挺进大别
山的艰苦斗争中， 他又患了重感冒，仍
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由于病情加重，1947年 12月 27日
赵基梅在湖北随县（今随州）三里岗病
逝，时年 38岁。

中共中央发出唁电，高度赞扬他为
中国革命作出的重要贡献，称他的逝世
“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的一大损
失”。

威震天德山的战斗英雄 杨宝山
据新华社长春电 杨宝山，1919

年出生于敦化市大石头镇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 幼年丧父， 长期过着流浪生
活。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他参
加了人民军队。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英
勇善战，屡立战功，于 1948年光荣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 3月，杨宝山随部队赴朝
鲜作战， 承担防守临津江东岸的任
务。 时任连长的杨宝山按照上级部
署，于同年 9月率连队坚守天德山阵
地。在阵地上，他反复研究作战方案，

指导战士挖工事，鼓励大家要坚守阵
地。在他的带领下，全连官兵士气高
昂、斗志旺盛，对战胜敌人充满信心。

10月 1日，敌人在飞机和坦克的
掩护下，向天德山发起了总攻。当天，

连队官兵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毙
伤敌人 300 多人。3 日， 战斗更加激
烈，敌人轮番进攻，又数次被打退。敌
人在天德山阵地上倾泻了几万发炮
弹，整个地表被炸成了焦土。但是，杨

宝山和他的战友们依然顽强抗击。

此时，一股敌人从侧翼向天德山阵
地攻来。杨宝山接到营长命令：一定要把
这股敌人消灭掉。 他摘下耳机， 砸烂手
表，撕毁文件和日记，把身边仅有的 20

多名伤员组织起来，决心与敌人拼到底。

但弹药已经全部用完， 只有少量反坦克
手雷。当敌人冲到阵地前时，杨宝山左手
抱起一块大石头，右手握着一颗手雷，从
隐蔽处冲向敌人。只听“轰隆”一声巨响，

杨宝山壮烈牺牲，年仅 32岁。

杨宝山以热血和生命捍卫了抗美
援朝战争中的军人使命，发扬了爱国主
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了表彰这支
英雄连队和领导这个连的英雄连长，经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批准，给杨宝山所
在的五连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予“威震
天德山英雄连”的光荣称号；给连长杨
宝山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予“一级战斗
英雄” 的光荣称号。1952年 10月 5日，

杨宝山所在部队又追授他自由独立二
级勋章一枚。

戎马一生 冯剑平
新华社石家庄电 从首都北京往

西走 218公里，有一座千年古县———

河北省蔚县。千余年来，这里英才辈
出。为国为民戎马一生不幸牺牲在朝
鲜战场上的冯剑平，就是被人们记颂
至今的英雄之一。

冯剑平，1913年出生于河北省蔚
县，1932年考入宣化中学， 求学期间
接受马列主义，投身革命。

1935年 7月，冯剑平与进步同学
秘密组织抗日同盟军，发动学生呼应
北平，声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后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 年 9 月， 经中共党组织介
绍，冯剑平到西安张学良部学生队学
习。西安事变后，学生队改编为宣传
队，冯剑平任宣传队中队长。后在东
北军中从事党的工作。1937 年 3 月，

东北军东调，他被编入差遣队随军到
蚌埠怀远县受训，后与中共党组织失
去联系。

1937 年底， 部队开到蚌埠场山
时，为找组织关系，冯剑平扒火车逃
离东北军国民党部队，先后考入胡宗
南十七军团学生队、陕西凌川干部学
校。一时找不到组织的冯剑平在学生

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 阐述如何建设、

巩固部队， 深得学员的赞同和拥护。

1938 年， 冯剑平到延安抗大一大队学
习，在瓦窑堡再次加入中共党组织。

1939年 1月，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
正式成立。1940年冯剑平调任平西挺进
军九团任敌工股长。1943年， 调任平西
分区蔚涿宣工委任敌工部长。1944年成
立蔚涿宣联合县， 任联合县敌工部长。

冯剑平作战机智勇敢，善于做统战敌工
工作， 经常深入敌人内部作瓦解土匪、

联庄、伪大乡职员的工作，在开辟蔚县
东北山、西北山抗日游击区根据地的斗
争中，身先士卒，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
用。1944年 12月，调任冀察区十三地委
任敌工部长。

解放战争中，任察哈尔省军区政治
部联络部副部长，后在六十八军政治部
任敌工部副部长。

1951年，冯剑平赴朝鲜作战，任二
十兵团保卫部副部长。1952 年 3 月 13

日，冯剑平不幸遇难，以身殉职，时年
39岁。

英雄故去，但他为国为民戎马一生
的英雄主义精神在生他养他的热土上
继续传承发扬着。

在平叛剿匪战斗中牺牲的侦察员 任耀南
据新华社成都电 四川省攀枝花

市盐边县，是一个汉、彝、苗、回、傈
僳、 纳西等 31个民族共同生活的西
南山区小县，总人口不到 21万。翻开
《盐边县志》， 在 1956年为平定奴隶
主叛乱而牺牲的任耀南烈士的名字
依然熠熠生辉。他用滚烫的鲜血和宝
贵的生命，践行了保国家安全、护人
民平安的忠诚誓言。

《盐边县公安志》记载，任耀南，

男，汉族，四川省南充市人，1922年 2

月出生，1949年 12月参加工作，生前
系盐边县公安局政保股侦察员。

盐边县档案馆副馆长周克云介
绍，1956年 1月， 盐边县宣布开展民
主改革， 而不愿交出统治地位的奴隶
主，发动了武装叛乱。盐边人民在党的
坚强领导下，在部队、公安中队、民改
工作队、民兵的英勇战斗下，历时 3年
彻底平息叛乱， 取得了民主改革的胜
利。这期间，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
雄人物，任耀南烈士就是其中之一。

《盐边县公安志》 记载，1956年 4

月，野麻乡奴隶主章阿牛、岩口乡奴隶
主刘书母子发动叛乱，纠集土匪 300余
人攻占温泉乡政府。任耀南奉命前往侦
察匪情，在朵格梁子与担任阻击任务的
民兵一起阻击土匪的进攻，他们顽强阻
击了两个多小时。这时一个参加阻击的
民兵（被土匪收买）趁任耀南不备，对准
任的背部开了一枪， 致任耀南当场牺
牲。当年，任耀南被中共盐边县人民委
员会批准为烈士。

“任耀南烈士的牺牲，充分诠释了
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甘愿抛
头颅、洒热血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周克
云说。

“任耀南同志的崇高精神永远是我
们公安民警不断前进的动力和宝贵的精
神财富，我们要传承他的遗志，弘扬公安
能量，忠诚履职，切实履行好维护国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职责，积极投身公安事业，

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盐边县公安局
政工科工作人员廖芝艳说。

勇扑身藏手榴弹的犯罪嫌疑人 郝金木
据新华社郑州电 “见过董存瑞

炸碉堡的英勇……如今，英雄就在我
们的身边， 他就是郝金木……”41年
前，原洛阳市公安局重庆路派出所民
警周静梅含泪为仅有一面之缘的英
雄郝金木写下这样一首赞诗，“以前
总觉得英雄离我很遥远，原来英雄就
在身边。”

郝金木，1953年 7月生， 河南省
洛阳市孟津县会盟镇人。1971 年，郝
金木进入洛阳市公安局工作，生前系
洛阳市公安局刑警大队侦查员。

1977年 11月 28日夜，洛阳轴承
厂武装部发生重大盗窃案件，被盗五
六式冲锋枪两支、手榴弹 11枚、子弹
929发。如果不及时破案，将埋下极大
的安全隐患，给人民群众的安全造成
严重威胁。

按照洛阳市委和上级领导的指
示，洛阳市公安局全力以赴，决心迅速
破案。经过现场勘查，警方找到了嫌犯
藏匿的部分弹药，并决定蹲点守候。

郝金木积极投入案件侦破工作，

他不顾饥饿疲劳，连续工作十余个小
时，直到 29日深夜，一直坚守在战斗
岗位上。这时，上级传来紧急情况，称

犯罪分子身带冲锋枪、 手榴弹出动，去
向不明。郝金木立即脱下警服，换上便
装，和其他两名同志一道，奔向指定地
点，堵截犯罪分子。

30日零时 25分， 犯罪分子进入视
线后，郝金木和另外一名同志接近并包
围犯罪分子。当准备实施抓捕时，犯罪
分子突然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索。千钧一
发之际， 郝金木猛扑上去抱住犯罪分
子，将其压倒在地。在搏斗过程中，手榴
弹落地爆炸，郝金木同志头部、脸部、胸
部、腿部受伤数十处，经抢救无效，壮烈
牺牲，年仅 24岁。

1977年 12月 26日，郝金木被追授
为革命烈士。1998年 2月 12日，中共洛
阳市委追认郝金木同志为中国共产党
正式党员。

英雄永垂不朽。 在郝金木烈士的家
乡孟津县会盟镇老城村， 村里上年纪的
人都知道郝金木为抓歹徒英勇献身，夸
他是好样的。 洛阳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
盛草飞说， 郝金木同志用青春热血践行
了守护人民安全的职责使命，40 余年
来， 郝金木的英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洛阳公安人， 在人民公安事业的伟大
征程中不畏艰险、勇往直前。

用生命擦亮警徽 袁永康
据新华社合肥电 袁永康， 男，

1943年 11月出生，安徽省滁县（今安
徽滁州）人，1968年 8月，他从部队复
员，被分配到长江航运公安局江阴港
派出所。

“他干起活来简直废寝忘食，每
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经常深夜才回宿
舍， 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在工作。”曾
与他同在黄田港口执勤的民警季礼
庆回忆道， 当年黄田港是贯穿长江
南北的交通要道， 每天有 1 万余名
旅客、2000 余辆自行车、1000 余辆
汽车在这里过江， 经常有不法分子
混迹其间。为了维护港口平安，袁永
康全身心扑在工作上， 夜以继日积
累与钻研，练就了“火眼金睛”。从到
黄田港口执勤至牺牲， 袁永康共抓
获流窜犯罪分子 200 余名， 查获被
窃自行车 300 余辆，被群众誉为“港
口哨兵”。

袁永康以港口为家，把群众当作
家人看待。在港口，经常能看到他扶
老携幼的身影。一次，一位迷路的老
婆婆来到民警值班室求助，袁永康不
仅买来饭菜给她吃，还千方百计弄清
她的家庭住址， 给她回家的路费。

1971年的一天，一位过江旅客失窃价值
500元的财物，听到消息，正发高烧在家
休养的袁永康马上赶到港口，连续工作
几天，直至破案并追回被盗财物。

1981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 时 30 分
左右，袁永康在长江南北水陆交通枢纽
黄田港口执勤，将一名可疑人员带至值
班室审查。犯罪分子突然起身用拳头猛
击袁永康太阳穴并用尖刀刺破其甲状
腺动脉。

袁永康身负重伤却没有退缩，用尽
全力紧紧卡住歹徒的颈部，并厉声警告
他：“你逃不掉了！”然而，身中 24 刀的
袁永康最终因伤势过重， 英勇牺牲。那
时，他的女儿才 15个月。

1981年 6月 30日， 江苏省人民政
府追授袁永康革命烈士称号；同年 7月
16日，公安部追授其一级英模称号。

“袁永康浴血斗歹徒的英勇壮举深
深感动和打动了我， 作为一名刑警，我
将牢记英烈事迹，弘扬英烈精神，砥砺
前行、努力奋斗，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
度的责任感战斗在侦查破案的最前线，

用行动谱写一曲曲侠肝义胆的铁血赞
歌。” 江阴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案中队
民警季波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