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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人民警察壮丽赞歌

白木仁
据新华社呼和浩

特电 白木仁 1963 年
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
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
中旗（今通辽市科尔沁
左翼中旗）。 他是蒙古
族，1980 年参加工作，

1983 年调阿拉善左旗
布古图苏木司法局任
司法助理员，1992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92

年，白木仁参加公安工
作，在阿拉善左旗公安
局豪斯布尔都苏木任
公安特派员，二级警司。

1994年 10月 21日， 接到一名歹徒身缠炸
药，要炸死一牧民的报案后，白木仁迅速与其他
同志前往查处。他面对身背炸药、手持引爆品的
歹徒，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只身一人与歹徒
斗智斗勇，寻找制服歹徒的时机。下午 4时，丧心
病狂的歹徒突然引爆炸药， 白木仁同志壮烈牺
牲，年仅 31岁，谱写了一曲人民警察大义凛然、

无私无畏的壮丽赞歌。

自 1992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 白木仁刻苦
钻研业务，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两年多
共侦破各类治安案件、刑事案件 20多起，收缴赃
款赃物折合人民币 35000余元。他密切联系群众，

先后义务为牧民修车 30多辆、送草 170000余斤、

买粮 5000斤，受到群众的赞誉。他曾被评为阿拉
善左旗公安战线先进个人，荣记三等功一次。

1994年 7月的一天，在阿拉善盟和屯池劳改
大队服刑的一名人员， 外出劳作时趁机逃跑。时
任驻劳改大队武警看押队队长的刘河接到通报
后，立即与同事乘车追捕。追捕小分队追至阿拉
善左旗豪斯布尔都苏木时力量不足，求助于白木
仁。“只要他踏入豪斯布尔都苏木，就不可能再逃
脱。”白木仁斩钉截铁的回应，让刘河印象深刻。

不久，刘河接到消息，逃犯被抓获了。原来，

那天白木仁送走他们后，就带上干粮、水壶，骑摩
托车在戈壁滩上搜寻了 100余公里，还向广大牧
民群众通报了情况，直到当天深夜才返回驻地。第
二天一大早， 白木仁就到出入豪斯布尔都苏木的
各个路口巡查，发现了逃犯。白木仁扑上去将其制
服，还从对方身上搜出了一把刀。为了表示对白木
仁的感谢， 劳改大队特意做了一面锦旗并写了感
谢信。可还没来得及送出，白木仁就牺牲了。

1994年 12月 30日，白木仁被追授一级英雄
模范称号。1995年 4月 5日， 白木仁被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政府授予“革命烈士”称号，并号召全区
广大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群众向英雄学习。

和平年代的人民卫士

陆锦棠
据新华社广州

电 陆锦棠 ，1961 年
出生，广东省新会市
棠下镇人，生前是广
东省新会市公安局
棠下派出所民警，一
级警司。

2000 年 2 月 1

日， 农历十二月廿
六，连续值班两天的
陆锦棠同志原本准
备向领导报告补假
休息一天。 可早晨 7

点 55 分， 他却在派
出所得知一个重要情况：10分钟前， 有一名外
省男青年到棠下良东村引爆炸药，已有一名村
民被炸伤，情况十分紧急，派出所值班民警已
经出发。陆锦棠同志二话没说，立即赶赴现场。

在现场， 他见到一名腰捆炸药的歹徒正站
在村民的住宅前， 右手不停挥动着一个装满炸
药的啤酒瓶，狂叫要将炸药掷向群众。此时，歹
徒身后的屋里传出阵阵哭泣声、呼救声，周围还
有 50多名群众，情况万分危险。陆锦棠同志当机
立断，马上与战友一起疏散周围群众。凶恶的歹
徒不准穿制服的民警靠近。 陆锦棠同志主动向
在场的领导请战：“我没有穿警服， 又熟悉炸药
性能，让我上吧!”于是，他与副所长马荣钊等同
志冒着生命危险，—步步靠近歹徒， 一边提防歹
徒乱掷炸药，一边想办法劝服歹徒，放下武器。

经过反复的思想工作， 歹徒情绪有所缓
和。一个小时的沟通后，歹徒终于同意让陆锦
棠同志带他到村外去。 在陆锦棠同志的带引
下，歹徒慢慢地向村口的空旷地走去。但如果
继续往前走， 不足 100米处又是一大片住宅，

情况仍十分危险。

就在这时， 歹徒突然再次从身上拿出炸
药，快步冲向村庄，企图在人群中引爆炸药。在
这千钧一发之际，陆锦棠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不顾自己的安危，扑向歹徒，将其
紧紧抱住，压倒在地，马荣钊及其他民警随即
扑上。一声巨响，凶残的歹徒引爆了炸药，陆锦
棠用血肉之躯保住了周围 50多名群众， 保住
了 10多位战友，自己壮烈牺牲。

牺牲后，陆锦棠被公安部追授全国公安系
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追认
为革命烈士。广东江门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陆锦棠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用生命守
护了人民。他把忠诚热血洒向侨乡大地，以实
际行动谱写英雄赞歌，不仅是和平年代的人民
卫士，更是铁骨柔肠、身先士卒的勇士。

为正义一声呐喊

黄振顺
据新华社福州电

“我是派出所的！”黄振
顺大喝一声， 声如洪
钟。他与手持凶器的不
法分子展开殊死搏斗，

不幸英勇牺牲。黄振顺
用生命担当警察使命，

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
民公安为人民” 的宗
旨。

2000年 6月 20日
早晨 7 时许，福州市公
安局盖山派出所民警
黄振顺来到三叉街友
谊路市场买菜。忽然，他发现有人正对一妇女行
窃。黄振顺立即冲上前去，欲将该人抓住。这时，

该人突然拔出刀子向黄振顺腹部猛刺。受伤的黄
振顺忍着剧痛与不法分子搏斗，不法分子持刀猛
捅黄振顺，将他捅倒在地。此时黄振顺已身负重
伤，但仍死死抱住不法分子不放。

见此情景，周围有群众举起扁担朝凶手劈去，

凶手这才转身逃跑。 之后不久凶手便在热心群众
协助下被民警抓获。黄振顺被群众紧急送往医院，

但终因失血过多抢救无效而牺牲，终年 50岁。

2000年 9月 8日，公安部追授黄振顺为“全
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 中共福建省委组织
部、省公安厅、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追授他为“见
义勇为先进分子”，中共福州市委、中共仓山区委
分别追认他为优秀共产党员。

黄振顺出生于 1950 年，1968 年 3 月应征入
伍，1971年退伍后参加公安工作。 他先后在福州
市下渡、三叉街、盖山派出所工作，历任政保、内
保、基础、治安和户籍外勤民警，1990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曾先后二次受嘉奖并被福州市公安局授
为优秀责任区民警。

从警近 30年， 黄振顺在平凡岗位上兢兢业
业、勤勤恳恳。他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履行了人民
警察的神圣职责， 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的事
业。黄振顺在平凡岗位默默耕耘，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黄振顺的同事回忆，在管理盖山后坂户口段
时，他针对辖区流动人口多、情况复杂、基础工作
薄弱等情况，依靠派出所和村“两委”开展基础调
查和整治，使后坂村的治安面貌明显改观，并摸索
出适合农村实际的“外口衔接式管理”新模式，得
到仓山分局的充分肯定和推广。

如今， 黄振顺的英灵安卧在福州市文林山
烈士陵园。每年清明节、烈士纪念日，列队整齐
的民警都会向黄振顺陵前敬献鲜花。 纪念是为
了更好地传承，先烈功绩彪炳史册，英雄精神永
垂不朽。

为救落水群众献出生命

葛汉斌
据新华社郑州

电 葛汉斌， 河南省
商城县人， 汉族，高
中文化 。1979 年 10

月参加工作，1980年
7 月参加公安工作，

1990年 1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历任河南
省平顶山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民警，机动
大队副大队长、大队
长，三级警督。

1999 年 7 月 15

日 16 时许， 平顶山
市天使集团职工陈国民带着女儿在交警支队
附近的河岸游玩， 为打捞女儿的一只鞋子，不
慎落入水中。时值湛河汛期，水位上涨，上游的
白龟山水库正开闸放水，陈国民很快被激流冲
到新华路桥东侧的橡胶拦水坝。

16时 10分， 时任交警支队机动大队大队
长葛汉斌接到市公安局 110指令，称交警支队
南边的橡胶坝有人落水。接到指令后，葛汉斌
大步冲出位于一楼的办公室，一边跑一边甩掉
身上的衣服，到岸边后纵身跃入水中，向落水
者游去。

在橡胶坝坝底，葛汉斌同激流展开英勇搏
斗，奋力搜寻落水群众。但他被河里的漩涡卷
来卷去，逐渐体力不支，最终被卷入河底。由于
无法靠近激流中的漩涡，随后赶来的支队民警
和其他救援力量在河两岸扯起长绳，拉着绳子
跳入水中进行搜救。 当葛汉斌被托出水面时，

他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1995年 12月 2日凌晨，一辆从郑州开往
南阳的大客车栽进路边两米深的水塘。 葛汉
斌和 8 名队员将 49 名落水乘客从冰冷刺骨
的深水中救上岸。葛汉斌被冻得浑身乌紫，手
脚不听使唤，讲话直哆嗦。因为他的突出表现，

市公安局为他荣记个人三等功。1996 年 1 月
14日清晨，一辆长途客车因避让抛锚车辆坠入
水塘，葛汉斌带领队员从零下 5摄氏度的冷水
中打捞出近十万元的货物。支队原计划为他请
功授奖，但被他婉拒，主动把机会让给了其他
队员。

葛汉斌 1980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 一直
战斗在交通管理执勤执法第一线，恪尽职守，

任劳任怨，严格执法，为警清廉，创造了一流
的工作业绩，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被评
为 “河南省优秀人民警察”。1999 年 8 月 24

日， 葛汉斌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
范称号。

能扛枪杆子擅拿笔杆子

邓国忠
据新华社西安电

冬日的陕北寒风凛冽，

走进陕西省榆林警察
史馆，20多位公安烈士
的生平徐徐展开。其中
有一位眉目温和，文质
彬彬。他从一名师范学
校里手拿笔杆子的学
生，变为战场上肩扛枪
杆子的战士，他就是烈
士邓国忠。

邓国忠，1917年出
生于陕北农村，11岁时
便加入了中国共产主
义青年团并参加革命，1930 年考入陕西省第四
（绥德）师范学校，1935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西
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处长、 陕西省公安厅厅长、

咸阳地委第一书记、陕西省副省长。

1935年 12月，已满 18周岁的邓国忠如愿转
为中共党员。为了开辟新区工作，党中央决定抽
调一批干部到中央党校学习培训，邓国忠被任命
为中央党校团总支书记。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中
央在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之后他跟
随红一方面和红十五军参与了红军东征与西征，

随部队调往宁夏豫旺县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国忠放弃回到省委工作
的机会， 决定投身于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工作。

1937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邓国忠重点抓基层
组织和政权建设，发展基层党员、培训青年干部。

三边分区（定边）时处陕西、甘肃、宁夏、绥远四省
交界地带，往来人员复杂，邓国忠要求干部积极
开展群众的宣传工作以稳定民心。1941年定边市
成立公安局，邓国忠任局长，采取六大管理措施
维护社会治安。1946年， 邓国忠从盐池县调回三
边分区分管情报工作，参与了长达 3年的三边保
卫战，直至 1949年 6月收复三边。

新中国成立后，邓国忠负责组建了宁夏各级
公安机构，后调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和西北军
政委员会公安部工作。1953年调往陕西省公安厅
主持常委工作并分管侦查、劳改工作，其间指挥
抓获了 300多名反革命分子。1957年起兼任或担
任户县、铜川、咸阳等多地第一书记。

1964年，邓国忠主持陕西省委监察委员会常
务工作，“文革” 中受到迫害。1972年又重新回到
工作岗位，先后在革委会政法组、高级人民法院
担任领导职务。1978 年后历任省委组织部副部
长、副省长、公安厅厅长等职。1983年任陕西省第
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法制委员会主任、省人
大党组成员。1990年，73岁高龄的邓国忠离开了
工作岗位，2000年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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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
民营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
围绕民营经济与民营经济人士
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总书
记强调，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
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
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本市第一时间出台了《关于全面
提升民营经济活力大力促进民
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简称促进“民营经济 27条”)，
召开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大
会，工商联、商会工作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重视，也被寄予更高
的期待和要求。全市各级工商
联（总商会）立即行动起来，结
合新情况、新特点，结合统战
性、经济性、民间性有机统一的
原则，结合工商联工作实际，提
高站位、靠前思维、助推政策、
优化服务，在落实“一网通办”
等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
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刚刚过去的 2019 年，适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回首来时路，上海各级工商联
(总商会) 服务民营经济工作在
探索中发展，积累了各具特色
的工作方法；勇于担当、富于创
造，始终与民营经济并肩前行，
始终为服务“两个健康”努力
奔走。

不忘初心 坚守民营经济的热土
———上海各区工商联创新工作探索

浦东：开展精准扶贫活动 黄浦：组织民商事调研 静安：连续 16年组织民企人才招聘会 徐汇：开展国际交流活动

长宁：为改革后的所属商会授牌 普陀：组织青年企业家专题培训班 虹口：开展助老慰问活动 杨浦：学生实践基地授牌仪式

宝山：连续 14年举办“长江口民营经济
发展论坛”

闵行：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暨理想
信念教育专题报告会

嘉定：民营企业家赈灾捐款活动 金山：法制服务基层行活动

松江：非公经济人士井冈山研修班 青浦：民营企业家“1+3+X”乡村振兴战
略启动仪式

奉贤：服务非公经济“法企直通车”启动 崇明：“与父辈话发展”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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