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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占军是云南景洪人，哈尼族，大
学文化。2003年 12月参加公安工作，
2006 年 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云
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公安局政治
处、看守所、澜沧江水上公安分局、禁
毒支队侦查大队民警，禁毒支队情报
调研大队副大队长。

2012年 2月 23日，柯占军在境外
执行任务40多天刚回到景洪，匆匆陪
母亲吃过一顿简单的午饭后，急忙赶
往单位。当得知禁毒支队秘密侦控一
起特大武装贩毒案正在组织收网时，
他主动请缨加入抓捕毒贩战斗中。

当天 18时，抓捕组在景洪市一小

区六楼楼道与毒贩狭路相逢，面对持
枪歹徒，冲在最前面的柯占军临危不
惧，奋不顾身扑上去与其展开殊死搏
斗，迅速控制了一名毒贩。此时，另一
名毒贩突然蹿出，开枪击中他的右下
胸部。倒在地上的柯占军依然没有放
弃，用双手抱住毒贩的腿，终因伤势过
重，倒在血泊中。两名毒贩从窗户爬
下分头逃窜，一名被追捕民警击伤的
毒贩持枪逃往街面，在欲抢摩托车没
得逞后，又向一小车开枪，被追捕民警
果断击毙。

19 时 55 分，经全力抢救无效，柯
占军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2月 24

日，“2·23”特大武装贩毒案成功告破，
除当场击毙的一名毒贩外，其他10余
名贩毒团伙成员全部落网。该案缴获
毒品 48 千克、走私军用手枪一支、子
弹28发。

从警 9 年来，柯占军主办毒品案
件 33起，抓获贩毒嫌疑人 64人，缴毒
53 公斤，参与协助侦办毒品案件 101
起，抓获贩毒嫌疑人 245 人，缴毒 837
公斤，缴获毒资 1000 余万元，缴获各
类枪支 7 支。因工作成绩突出，柯占
军多次荣获个人嘉奖，2012 年 12月，
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
范”称号。

关喜志，1972 年出生，
1991年入伍，1993年入党。
历任战士、排长、连长、作训股
长、团副参谋长、营长、团参谋
长等职。先后组织参加了20
余次军事演习和重大军事活
动，2005年赴利比里亚执行国
际维和任务，被联合国授予“二
级和平荣誉勋章”，2008年被评
为“全军优秀指挥员”，3次荣立
三等功。

2010年7月27日，因暴雨袭
击，吉林市永吉县两家化工厂的
7000多个化工原料桶被冲入松花
江。28日，原沈阳军区某集团军工

兵团接到救灾命令，时任团参谋长
关喜志带领官兵到相关水域架设浮

桥，拦截、打捞化工原料桶。
30日清晨，关喜志带领官兵在水利

枢纽坝上游1000米处设置第七道防线。
已连续奋战50多个小时的关喜志，指挥官

兵驾驶汽艇拖拽舟桥至指定水域并架设固

定。13时55分，关喜志带领官兵拖拽最后一组
舟桥，被拖舟桥上有关喜志、副营长闫世成、排长
潘晓根、战士杨帆和马瑞春5名官兵。此时，江水
流速突然加大，致使汽艇动力难以将舟桥向上游
拖拽，汽艇和舟桥顺流而下冲向大坝闸门。

为防止汽艇与舟桥同时卷入闸门，关喜志果
断下令解除舟桥与汽艇的连接绳。汽艇上的官兵
顺利脱险了，而舟桥却冲向闸门。情急之下，关喜
志大喊一声“跳”！舟桥上的官兵跳入江中。在江
水将官兵卷向水闸的危急关头，关喜志将身边战
友推出水面。经官兵奋力抢救，闫世成、潘晓根、
杨帆、马瑞春 4名同志获救，关喜志却被江水
卷走。

事发后，军地迅速组织力量全力搜救。2010
年7月31日12时许，关喜志同志遗体被军地搜救
人员发现。

执行抗洪救灾任务3天中，关喜志组织官兵
架设浮桥300多米，打捞化工原料桶4000余个，
抢救多名被困群众。

关喜志同志牺牲后，中央军委追授其“模范
指挥员”荣誉称号，吉林省委、省政府追授其“抗洪
救灾勇士”荣誉称号。

关喜志关喜志：：

““模范指挥员模范指挥员””舍身救战友舍身救战友
●新华社记者 刘小红

生死关头，个人安危与群众安危哪个在前？
2010年5月6日，空军航空兵某师年轻的飞行员冯
思广，用生命做出了回答。

那是泉城济南一个凉爽的夜晚。空军航空兵
某师一架双座教练机正在进行夜间飞行训练。前
舱飞行员是28岁的冯思广，后舱飞行员是43岁的
张德山。

第一个起落非常完美。一道流畅的弧线之后，
飞机再次跃起，开始了第二轮飞行。

刚刚爬升到50米，轰鸣声突然消失，紧接着，
无线电里传来了张德山急促的声音：“我停车了！”

低高度空中停车，是飞机遭遇的重大特情。完
全失去动力的飞机在这样的高度上，已没有调整迫
降或再次开车的可能。危急中，指挥员果断下令：

“跳伞！跳伞！”
但同时，塔台上所有人都心中一凉：完了，前面

就是居民区！
按照飞机当时的上仰状态，下坠轨迹的末端正

是机场外紧邻的张庄居民区。200米内仅门面房
就有77家，再加上酒店、物流站、批发市场和居民
小区，常住人口超过4000人。

万家灯火映红了半边天，飞机的轮廓在灯光映
衬下十分清晰。指挥员口令未落，就见昂首上冲的
飞机突然一个向下低头的动作，姿态从上仰硬生生

变成了俯冲。
飞参判读记录显示：座椅弹出前，飞机驾驶杆

前推44毫米，飞机由仰角12.3度变为俯角9.8度。
飞行轨迹就此改变，飞机提前栽落，坠毁在跑道延
长线的草坪上。

火光中，后舱张德山的白色伞花在不远处落
地。但人们没看到冯思广的身影。28岁的冯思广
壮烈牺牲。

“前后舱的驾驶杆是连动的，我向前推杆的同
时，感到前舱也在推杆。”事后，在医院接受治疗的
张德山回忆说。

他们遭遇的是一个连有着20年“驾龄”的张德
山都从来未曾遇到过的险情。带教经验丰富的张
德山说，从停车到弹射，只有短短5秒。作为一名
只有2年飞行经验的年轻飞行员，面临如此危急的
时刻，第一种可能的反应是陷入慌乱，大脑一片空
白；第二种反应是在求生的欲望下立即弃机跳伞，
甚至向后拉一杆，利用飞机的余速增大飞机仰角，
从而增大跳伞的成功率。

然而，三级飞行员冯思广在此时与一级飞行
员张德山一起，做出了第三种最危险、最沉着、也
是最英勇的抉择。

冯思广被追记个人一等功，追授“空军功勋飞
行人员金质荣誉奖章”。

王坤友是安徽省无为市（原无为县）蜀山镇新安
村原党支部书记，从1965年参加工作起，他一直工
作在农村基层。

1992年冬天，蜀山镇泊山发现一个天然溶洞，
镇政府研究后决定开发，找到王坤友担任泊山洞管
委会主任。他带领9名工作人员，吃住在山上，顶着
寒风凿隧道、清淤泥、炸山石。

2001年，泊山洞开发成为国家3A级景区。此
时，蜀山镇党委又找到王坤友，让他到建成村去当村
支书。

刚到任，他的铺盖就被一名村民扔出了村部。
王坤友了解发现，村里经济落后、账目不清，造成干
群间不信任。

通过两个月奔走，王坤友把建成村的10年
“糊涂账”全部理清，当年化解债务30多万元，使
村里的人心安定下来。同时，他带头修路、挖塘、
通渠，把200多亩抛荒地整治成良田，使村容村貌
焕然一新。

就在建成村工作步入正轨的时候，新安村村务
工作又出现困难，55岁的他又来到全镇排名倒数第
三的新安村担任书记。

2007年，加固加高村里 2.1 公里防洪险段；
2008年，疏浚300米的内河淤泥、推广沼气；2009

年，各村民组全部修通砂石路……2011年，新安村
人均收入从5年前的3700元增加到7500元，逐渐
走上富裕路。

王坤友被称作“永不松套的老黄牛”，于2011
年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2009年，王坤友被诊断为肝癌晚期。手术后
病情刚稳定，他就回到岗位。2011年，因年龄和
身体原因，他离开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

王坤友并没有停下脚步，为改变村民零散
养殖状况，带动百姓致富，又牵头成立了无为
县坤友特种水产养殖协会。

2012年7月下旬，王坤友病情恶化，
做了食道支架手术。8月21日，64岁
的他不幸病逝。

王坤友的儿子王平现任无
为市无城镇黄汰村书记，他
说：“父亲那个年代比我们
现在条件差多了，什么工
作都得自己一趟一趟
地跑，困难正面解决
不了就从侧面解
决。现在的我，
更懂他了。”

张宁海，生于1986年，安徽太
和县人，2008年 6月毕业于安徽
公安职业学院，2008年 12月参
加公安工作，生前系黄山风景
区公安局温泉派出所民警。
“请跟我走，我来为大家照
亮。”这是张宁海生前留下的
最后一句话。

2010年 12月的一个深
夜，18名进入黄山风景区未
开发区域探险的大学生遇险
被困。接到求救后，黄山管
委会紧急抽调公安、武警、消
防和景区干部职工 230 多
人，组成救援队伍，展开生命
大救援。正在值班的张宁海
接到指令后迅速赶到救援现
场，成为第一批接受任务、第
一时间前往搜救区域的搜救
人员。

五百里黄山山高林密，沟
壑纵横，此时又值风雨交加、浓
雾弥漫，张宁海和战友们一行人
在山中披荆斩棘，艰难行进。6
个小时后，他们在一处峡谷谷底

找到全部18名探险学生。深夜寒冷，气温仅有4
摄氏度，大学生们全身被雨水淋湿，饥寒交迫，救援
队决定立即将大家带出危险区域。

“请跟我走，我来为大家照亮……”张宁海一边
打着手电为大家照明，一边提醒大家注意脚下安
全。13日凌晨3时26分许，在一处仅容一人勉强
通过的湿滑草丛中，他不幸从30多米高的悬崖坠
落……

“穿上这身警服，就要把毕生精力献给人民警
察事业！”从警的第一年，张宁海就在日记本中写下
这句话，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

每逢旅游高峰期，景区人流、车流密集，张宁海
总是值守在任务最艰巨、游客最集中的地点。一
次，一名游客的手机被偷，张宁海通过视频侦查锁
定嫌疑人。为控制嫌疑人，他连续在下山路上蹲守
22个小时。

2009年，张宁海的父母第一次来黄山看望儿
子，提出上山看看。张宁海将父母送上索道后，对
父亲说了一句“派出所工作太忙，就不能陪爸妈上
山游览了”，转身便投入到工作中。黄山外国游客
多，张宁海就刻苦自学英语。牺牲前，他已进入黄
山景区公安局外语翻译人才库。

2010年12月15日，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张宁
海同志为革命烈士。2011年 6月 9日，他被追授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

张宁海张宁海：：

“请跟我走，我来为大家照亮”
●新华社记者 陈诺

罗阳，中航工业沈飞公司前董事长、总经理，
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我国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
指挥。

2012年11月25日上午，大连港码头锣鼓齐
鸣，彩旗招展。胜利完成中国首次航母舰载机着
舰任务的“辽宁号”缓缓驶入港口。沈阳黎明航空
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孟军在辽宁舰上向
码头望去，激动地说：“老罗快过来看，沈飞的弟兄
们在向你招手呢！”罗阳倚靠在床边，手捂着胸口，
轻声说道：“算了，我有点不太舒服。”

一个多小时后，载着罗阳的车辆疾驰奔向大
连友谊医院。在离急诊部不到100米的地方，罗
阳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罗阳，你太累了。”妻子王希利一声悲啼，在
场者无不动容。王希利没能见到丈夫最后一面，
就连他俩的最后一次对话还是在电话里，说的是
工作。

11月24日下午，王希利刚要出门，家中电话
铃声响起。“你在呀，太好了！”听筒里传来丈夫
罗阳久违的声音。王希利怔了一下。已经一周

没有罗阳的消息了，她最关心的是丈夫的身体能
否吃得消。然而，话到嘴边，脱口而出的却是：“任
务完成得怎么样？”

“非常好，特别好！”罗阳高兴得像个孩子一
样。王希利也被罗阳的情绪感染着，激动得半天
说不出话来。航母上不能随意和外界通话，只能
用特殊的电话卡打座机，这也是罗阳上舰一周只
能和妻子联系一次的原因。

“家里怎么样？”他轻声问。罗阳离家的这
些天，王希利边忙工作，边照顾病重的母亲，把
家庭重担都扛在自己身上。这句话让她的情绪
突然波动起来：“你这么忙，这么累，到底图什么
呀？”

电话那头沉寂了片刻，一个声音平静地回答：
“工作嘛。”罗阳知道，不用给妻子讲什么大道理，
她都懂，她只是在心疼自己的丈夫。

“记得给女儿打个电话啊！”在若有若无的涛
声中，夫妻俩人生中最后一次通话匆匆结束。

罗阳走了，但他的梦想还在，他把一切奉献给
共和国航空事业的精神还在熠熠生辉。

罗阳罗阳：：

忠魂赤子心 航空报国情
●新华社记者 李铮 张逸飞

杨善洲1951年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先后任云南省施甸县委书记、保山地委
书记等职。他始终保持着淳朴的农民本色：一辈子
爱和群众一起劳动，下乡时常把锄头带在身边，还
喜欢戴草帽、穿草鞋，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草鞋
书记”。

1985年，昌宁县金华乡遭受严重水灾，时任
保山地委书记的杨善洲立即开会提议暂停在建
的地委办公大楼，把资金用来救灾。有些同志有
意见，杨善洲反问：“如果眼看着人民群众受苦，
我们却悠闲地坐在富丽堂皇的大楼里，你不觉得
有愧吗？”

在职期间，杨善洲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带领干部群众发展粮食生产、推广
科学种田、开展多种经营、兴修水利设施，为改变
贫穷落后面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不懈奋斗，把
深山大沟建成了全国闻名的“滇西粮仓”。

1988年，61岁的杨善洲从保山地委书记的岗
位上退休后，主动放弃进省城昆明安享晚年的机
会，卷起铺盖扎进大亮山，带领群众历尽艰辛义务
植树造林。

“大亮山、大亮山，半年雨水半年霜……”在极
度恶劣的环境中，最初用树枝搭的窝棚，不到半年

就被风吹烂了。杨善洲就领着林工一边造
林，一边建房。山里风大、雨多、潮湿，他在
油毛毡房一住就是9年多。吃饭、办公的
桌椅、床铺，也因陋就简。

22载辛勤耕耘，杨善洲带着干部群
众，植树造林 5.6万亩，让大亮山披上绿
装。他还带领大家修建林区公路 18公
里，架设输电线路4公里多，让大亮山附
近的群众过上通路通电的生活。

2009年 4月，杨善洲将价值超过 3
亿元的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交给
国家。他对群众满怀深情，经常拿自己
的工资接济困难群众，为他们买粮食、购
种子、送衣被；而对自己和家人却始终
严格要求，从没用手中的权力为亲属办
过一件私事。

不忘初心，奉献一生。2010年 10
月10日，杨善洲因病逝世。他的模范事
迹和崇高精神，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为政、干事、做人树立了一面光辉的
旗帜。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杨善洲被授予
“改革先锋”荣誉称号。

陈锡华，1975年9月出生，贵州仁
怀人，中共党员，是原云南边防总队保
山支队侦查队教导员。1994年12月，
以优异成绩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的陈
锡华，毅然弃笔从戎，投入到禁毒事
业中。

2005年，陈锡华调到保山支队侦
查队工作，勤奋好学的他，充分利用休
息时间努力学习法律法规，通过常年
学习实践，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
办案经验和方法，推动侦破毒品犯罪
案件。

2011年 10月 22日，保山支队在
执行“清网行动”抓捕任务过程中获
悉，在逃毒贩排某出现在芒市木康村

一带。当日11时许，陈锡华带领专案
组民警赶赴毒贩藏匿地。11时 30分
许，他和侦查员搜索至木康小学后面，
发现一名男子蹲伏于电站引水河边的
草丛中。

陈锡华当即判断，此人就是在逃
毒贩。陈锡华一个箭步迎上，迅速将
毒贩扑倒在地，紧紧抱住他，丧心病狂
的毒贩疯狂击打陈锡华头部，最后，两
人沿着近40度的堤坡翻滚着坠入了湍
急的电站引水河中。

12时20分许，群众在距两人落水
处约3公里外的拦沙网处发现陈锡华
的遗体。搏斗中，陈锡华一直死死抱
住毒贩没有放手，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
36岁。

在战友们眼中，陈锡华是一个勇
挑重担的人。他常说，在缉毒战线，靠
的是机智、冷静和沉着。每次外出办
案，他总是冲在最危险的前沿，与形形
色色的犯罪分子周旋，斗智斗勇，团结
战友出色地完成一个又一个侦查
任务。

在保山支队工作的17年间，他先
后参与侦办贩毒案件327起，抓获犯罪
嫌疑人359名，缴获毒品468.1公斤。

如今，陈锡华生前服役的单位已
经改制为国家移民管理体系，并更名
为保山边境管理支队。

陈锡华陈锡华：：

用生命书写忠诚
●新华社记者 林碧锋

杨善洲杨善洲：：

“草鞋书记”筑起绿色丰碑
●新华社记者 林碧锋

冯思广冯思广：：

生死关头选择保护群众
●新华社记者 张汨汨

柯占军柯占军：：

缉毒英雄 英勇无畏
●新华社记者 姚兵

王坤友王坤友：：

“永不松套的老黄牛”
●新华社记者 周畅

这是关喜志在
吉林省长白山脚下
驻 训 的 资 料 照 片

（2009年11月24日
摄）。

新华社 发

这是冯思广烈士生前
参 加 飞 行 训 练（资 料 照
片）。 新华社 发

这是王坤友在村委
会 办 公 室 内（资 料 照
片）。 新华社 发

这是张宁海参加警务
应急演练时的留影照片（资
料照片）。

新华社 发（张建基 摄）

这是罗阳像（资料
照片）。 新华社 发

这 是 杨 善 洲 像
（资料照片）。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