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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毒英雄深入虎穴 陈建军
据新华社昆明电 在云南省文山

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公安局的警
史馆，一本红皮持枪证静静地躺在展
柜里。 翻开的内页上写着年龄“21”，

前方放置的说明牌上写着“陈建军烈
士遗物”。 革命烈士、 一级英模陈建
军，牺牲在缉毒战线时年仅 25岁。

陈建军是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
县人， 他的父亲是一名老公安民警，

身为长子的他从小耳濡目染，立下了
成为一名人民警察的志向。1982 年，

我国第一支缉毒专业队伍在云南诞
生。也是在这一年，陈建军成为砚山
县公安局缉毒队的一名民警。在参加
公安工作的几年间， 他先后 24次只
身深入虎穴， 擒获毒品犯罪分子 19

人，缴获鸦片 50余公斤，为打击贩毒
犯罪活动作出了突出贡献。

1987年 12月 13日，在执行缉毒
侦查任务时，陈建军扮成“老板”携带
大量现金与贩毒犯罪分子接头。但狡
猾的犯罪分子临时改变交易地点，陈
建军来不及通知战友。15日， 他只身

进入“虎穴”与 6 名贩毒犯罪分子周
旋。在人赃俱获时，犯罪分子突然持
火药枪开枪拒捕，陈建军在腹部受伤
的情况下果断还击， 击毙一名罪犯。

为保护巨款和缴获的 7.5 公斤鸦片，

他以顽强的毅力同犯罪分子英勇搏
斗，又击伤一人，终因寡不敌众，被对
方持木棒击中头部后， 流血过多，不
幸壮烈牺牲。

陈建军的领导和战友们赶到现
场后，化悲痛为力量，在两个小时内
抓获了 5名犯罪分子，夺回了巨款和
毒品。他的战友回忆说，直到被送回
县城，陈建军右手还保持着握枪的姿
势。

陈建军牺牲后，1988年 2月被追
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4 月云南省政
府批准陈建军为革命烈士，同年 5月
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范。

2016 年 3 月， 砚山公安警史馆
建立，“英雄楷模” 板块让许多民警
意识到，英雄就在身边、就在砚山公
安！

做共和国的安全屏障 梅开春
据新华社南昌电 梅开春，1974 年

出生在江西省九江市彭泽县一个乡村
教师家中，1991年底应征入伍， 成为武
警广东省边防总队第五支队机动中队
的一名战士。

1992年 10月 17日凌晨，梅开春在
珠海市与澳门接壤的边防线上执勤。他
巡逻到距离关闸口约 800米处，突然发
现三四个黑影鬼鬼祟祟地从对面澳门
处涉入已退潮的鸭涌河，迅速向我方铁
丝围栏靠拢， 这些歹徒从澳门打劫 130

多万元港币后准备潜回内地。

梅开春见 4个歹徒靠近，大喝一声
“站住！”随即向天空开了一枪，对歹徒
进行警告。这突然而来的喝声和枪声震
住了歹徒。梅开春当即叫他们从铁丝围
栏外爬过来， 并喝令他们举起双手，然
后进行盘问。

见只有梅开春一个人，其中一名歹
徒拿出一叠 1 万元的港币丢在地上，

说：“拿去饮茶，放了我们吧！”

梅开春严词拒绝：“不行！跟我老老
实实到中队去交代！”

歹徒又把一叠 1 万元港币丢到梅
开春面前， 并指着另一个鼓鼓的钱包

说：“如果放了我们，再加 10万元。”

梅开春见状， 向歹徒们喝道：“休
想！你再多的钱也买不通我！”他喝令歹
徒站起来，准备把他们押回中队。走了
20余米，走在最后面的一名歹徒突然窜
上前来，双手抱住梅开春，并对另外三
个同伙说：“打死他！”

另外三名歹徒扑上来猛力将梅开
春往地下按去，梅开春拼命抵抗。这时
歹徒们抱住梅开春的双脚，把他按倒在
地，其中一名持枪歹徒掏出手枪对准梅
开春的胸膛。

梅开春说：“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
决不放你们走！”持枪歹徒即对准梅开春
开了一枪。年仅 18岁、入伍不到一年的
梅开春英勇牺牲了。

“开春做了他应该做的事，站岗放
哨，这是他本分内的事情。”梅开春的父
亲梅茂生回忆，28年前，梅开春服役时，

他曾告诉开春，到了部队一定要听从命
令，服从指挥，在部队体现人生的价值。

梅开春牺牲后，公安部授予其“守
边英雄”荣誉称号，广东省委、省人民政
府追认梅开春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革
命烈士。

无论在哪都全力绽放光彩 李忠贵
据新华社昆明电 乡村医生、学

生、军人、警察……一级英模李忠贵
的一生不长， 却曾在多个岗位工作
过。无论在哪里，他都全力绽放自己
的光彩。他在抓捕罪犯时，为保护战
友毅然扑向引爆手榴弹的罪犯，壮烈
牺牲，年仅 35岁。

李忠贵生于 1956年， 云南省文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人，中共党
员， 壮族。1972年从富宁县卫生培训
班毕业后，李忠贵到郎恒乡卫生所当
医生。 在富宁县爆发大范围疟疾时，

他每天背着药箱翻山越岭，挨家挨户
指导群众防病治病。

1977 年，李忠贵应征入伍，在部
队里发挥所长担任卫生员。1978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后被任命为排长并被
选送到大连陆军学校深造。 在军校，

他刻苦学习，因成绩优异两次受到嘉
奖。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边防六
团的他一待就是 7年。

1987年 12月， 李忠贵转业回到
富宁县， 成为县城区派出所一名民

警，强烈的责任感使李忠贵总是尽最大
努力去遏制违法犯罪。

1991 年 6 月 12 日晚，有 4 个歹徒
在城区新华镇一家旅社实施抢劫后逃
跑。派出所接到报案后迅速出击，抓获
了其中一人赵某某， 他供出了其他人
的姓名和住址后， 富宁县公安局抽调
民警分三组实施抓捕。13 日凌晨 1 时，

李忠贵和战友们押着赵某某前往歹徒
“老飞”的住地。敲开其家门后，民警们
借着昏暗的手电筒光发现此人是一名
连续三次被判有期徒刑的抢劫惯犯。

因“老飞”家中还有其哥嫂和孩子们，

为避免伤及无辜， 民警决定设法将其
引出家中。“老飞”被诱出门外后，民警
打开手电筒直射在其面部， 一名民警
上前搜身时，“老飞” 突然把举着的双
手放下并迅速伸进裤子口袋。 这名民
警察觉不对并大喊“他有手榴弹，按住
他！”电光火石间，李忠贵闪电般扑向
歹徒， 紧紧按住歹徒的手并用自己的
身躯挡住了身后战友。一声巨响后，李
忠贵壮烈牺牲。

赤胆铸金盾，热血践忠诚 肖立斌
据新华社武汉电 肖立斌， 原武

汉市公安局行动技术处防暴队民警、

副队长。1963年生，河北省昌黎县人，

汉族，1983 年在武汉市警官学校学
习，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
参加公安工作。 入警后每次执行任
务，肖立斌总是冲在前头。入警 7 年
间，共参加办案 118 起，其中破获重
大案件 102起，抓获各类刑事犯罪分
子 221名。

1992年 10月， 武汉市公安局对
一个黑社会性质特大杀人、 抢劫、盗
窃、贩毒犯罪集团实施追捕。这个犯
罪集团以刘雄才为首，由刑满释放人
员、解除劳教人员组成。当地公安机
关成立专案组，多警种出击，先后捕
获陈宇飞等 5名犯罪成员，但狡猾的
头目刘雄才却没了踪影。

10月 11日， 专案组掌握到刘雄
才活动线索。接到指令后，防暴队副
队长肖立斌带领 6名民警展开包抄。

当搜索至武昌车辆厂综合商店附近
时，肖立斌等人发现了站在商店门口
的刘雄才。正当肖立斌和民警迅速贴
近、准备抓捕时，嫌犯已有察觉，转身

溜进商店，企图混入人群逃跑。肖立斌
与民警谢明立即拔枪紧追，民警韩枫在
外警戒策应。

当两人追至距嫌犯约 2米距离时，

刘雄才突然转身， 朝谢明连开两枪。中
弹倒地的谢明忍着剧痛强撑身体，仰面
举枪还击，击中刘雄才下颚。

为保周围群众生命安全，肖立斌奋
不顾身扑向持枪歹徒， 将其双臂牢牢
箍住。 凶残的嫌犯转动手腕又连开两
枪，肖立斌的左臂和胸膛不幸被击穿，

血流如注。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肖立
斌拼尽全身力气将刘雄才扑倒， 死死
抱住不放。此时，商店外的韩枫听到枪
声冲进店内， 与其他闻讯赶到的民警
一起将刘雄才生擒。 现场的 30余名群
众无一伤亡。肖立斌、谢明因伤势过重
不幸牺牲。

1992年 11月， 肖立斌被公安部追
授“一级英雄模范”称号。在武汉公安系
统，肖立斌的事迹被广为传颂。“肖立斌
用一腔热血践行了 ‘一切为了人民’的
初心，他的英勇壮举将被永远铭记。”武
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
政治教导员许奎说。

铁血战士 高文亮
据新华社昆明电 在云南省文山壮

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烈士陵园陈列室
的“和平卫士”墙上，一级英模高文亮的
面庞是那么年轻。曾是军人的他退伍后
成为砚山县公安民警，抓捕穷凶极恶的
死刑犯时，他毫不畏惧、深入“匪窝”，与
罪犯近距离交火，不幸倒在对方的冲锋
枪下，壮烈牺牲。

高文亮，汉族，生于 1963 年，砚山
县人，共产党员。1979年初中毕业后，高
文亮主动报名参军，在军队因表现优秀
被任命为副班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

1982年 10月， 高文亮退伍后成为
砚山县公安局一名民警。报到时，父亲
嘱咐他：“公安工作是很危险、 很艰巨
的，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宁愿前进
一步死， 不得后退半步生。” 入警 2个
月， 高文亮被分配到平远公安分局工
作，一待就是 7年。7年里，他尽忠职守、

兢兢业业。1989年，因工作需要，高文亮
被调到县公安局缉毒队工作，先后参与
侦破各类贩毒案件 140起；抓获毒品犯

罪分子 193人；缴获海洛因 33829.6克，

鸦片 31968.1 克，各类枪支 15 支、子弹
69发，毒资 404565 元。由于工作出色，

高文亮多次受到上级嘉奖。1990 年 6

月，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92年 8月，砚山警方按上级要求
在平远地区开展“严打”，高文亮被分配
到抓捕 19号死刑在逃犯马慈林的小分
队。8月 31日凌晨， 高文亮和战友们开
始对马慈林实行抓捕，他们靠近其住宅
后交替掩护进入前院。高文亮和战友们
到达正房两侧时， 正房大门突然打开，

马慈林老婆发现是公安民警后，称马慈
林不在并迅速反锁大门。民警随即用话
筒宣传政策半小时，她才不得不开门带
民警搜查，但从一楼到楼顶都不见马慈
林的踪影。民警撤回一楼时，情况突变！

屋内突然响起枪声，一民警被击中脚部
往后翻滚， 高文亮迅速占据有利地形，

用火力压制罪犯，掩护其他民警上前将
其救下。双方枪战中，马慈林开始在屋
内纵火，高文亮因隐蔽处起火向外撤离
时，被对方持冲锋枪射击，壮烈牺牲。

把防弹衣让给别人 苏太德
据新华社昆明电 苏太德生于

1955年，汉族，马关县人。他出生于一
个革命烈士家庭， 当民兵的爷爷在解
放战争中配合解放军剿匪时光荣牺
牲，被评定为革命烈士，他从小就深受
影响，立志长大以后一定要报效祖国。

1974年， 苏太德入伍从军，1979

年退伍后到马关县公安局工作。在部
队养成的坚决执行命令的习惯，让他
总是把工作做得一丝不苟、 无可挑
剔。1983年 3月， 投资较大的马关县
白糖厂破土动工， 县里高度重视，苏
太德被公安局指派负责工地的保卫
工作。 他背着行李一头扎进工地，一
晃两年过去了，这里没发生过一起案
件和事故。1988年 12月，在一起枪支
被盗案中，苏太德和同事经过缜密侦
查找到了被盗手枪。有人劝他“枪找
到就行了”，他却主动要求蹲守抓人，

最终和战友们在设伏 7 个昼夜后成
功抓获了嫌犯。从警以后，他共办理
刑事案件 1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00余名。

1992 年 8 月，按上级要求，警方
在砚山县平远地区开展“严打”斗争。

8月 29日，苏太德接到前往平远地区
的命令，他简单打点行装后告诉妻子
要去出差，就赶到了当地待命。这次
行动很重要，有数千名武警和警察参
加。防弹衣和钢盔不够了，正在领取
防弹衣的苏太德主动推让说：我当过
兵，有经验，这些装备还是留给年轻
同志用吧！

8月 31日凌晨 6时许，苏太德和
战友们开始了对罪犯马某某的抓捕
行动。此人穷凶极恶，被判死刑后越
狱逃跑，还进行武装贩毒，其家中有
夹墙、暗道等防御性设施，情况复杂。

苏太德等人迅速包围了马某某家，并
开始搜查房间寻找罪犯。此时，一排
子弹突然射来， 一名战友中弹受伤。

苏太德见状果断开枪还击，压制凶犯
火力， 掩护其他同志抢救受伤战友。

战斗持续了 20多分钟， 另一名战友
也不幸中弹牺牲。眼看对方有冲锋枪
等火力，强攻不下，苏太德和战友绕
到后院寻找有利位置对罪犯射击，子
弹打完了，他就投掷手榴弹来掩护战
友，却暴露了自己的位置，最终不幸
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