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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达拜地·托合提，出生于1945年，新疆泽普县人。他于
1962年 9月参加公安工作，1966年 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泽普县波斯喀木乡公安特派员，县公安局刑警队民警、副队
长，刑警大队大队长，波斯喀木乡派出所指导员。

地处昆仑山下、叶尔羌河畔的泽普县，土地富饶、风光秀
丽。胡达拜地·托合提深爱着这片土地，他长期战斗在泽普县
公安工作第一线，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积极
宣传国家的政策和法律，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热情帮助群众排
忧解难，有力地维护了辖区治安秩序，受到各族群众好评。

胡达拜地·托合提始终站在维护国家法律法规和民族团
结的立场，积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1997年 6月，泽普县波
斯喀木乡4村一名维吾尔族村民和一名汉族村民因为浇地放
水发生争执。接案后，胡达拜地·托合提根据案件本身的是非
曲直进行了公正调解，并教育在场的各族群众：“在法律面前，
大家没有民族之分，只有遵纪守法和违法犯罪的区别。不论

是谁，只要触犯了法律法规，就要接受法律的处罚。”
泽普地处南疆，是打击“三股势力”的前沿阵地。在与“三

股势力”的斗争中，胡达拜地·托合提立场坚定，英勇无畏，在
多次受到犯罪分子恐吓威胁的情况下，毫不退缩，坚决斗争，
沉重打击了“三股势力”的嚣张气焰，为维护家乡社会稳定作
出了突出贡献。他曾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1次，受嘉奖1次，
6次被评为县公安局先进个人。

1999年8月23日凌晨，蓄谋已久的暴恐分子潜入胡达拜
地·托合提家中，对他进行了疯狂报复。从睡梦中惊醒的他面
对暴恐分子的刀枪，没有畏惧、没有恐慌，尽管手无寸铁，依然
挥舞双拳大战群敌，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残忍的暴恐分子
杀害。

胡达拜地·托合提牺牲后，泽普县各族群众眼含泪水为他
送行。2000年5月30日，胡达拜地·托合提被追授全国公安
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胡达拜地胡达拜地··托合提托合提：：

浩然正气恸昆仑
●新华社记者 刘兵

张杰明，男，1972年10月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
（现宁乡市），1992年12月参加公安工作，2002年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大专文化，一级警司，牺牲前系长沙
市公安局巡警支队芙蓉大队民警。

2003年8月31日，张杰明在执行重大警卫任务
中，主动要求到情况最复杂的巡区担负巡逻处警工
作。当日凌晨4时11分，张杰明、罗细海、陈卫三名民
警组成的长沙市公安局巡警支队芙蓉大队12号巡逻
车组正在长沙市韶山路巡逻，接到长沙市公安局110
报警中心指令，称有三名盗窃犯罪嫌疑人翻墙进入芙

蓉区育英小学，要求12号车组火速处警。
接到指令后，12号车组火速赶到育

英小学值班室。向报案人了解具体情
况后，张杰明当即布置好相关人员
任务，展开搜查。5分钟后，张杰
明首先发现进入财务室走廊的
大门缝隙中漏出一丝弱光，他立
即喝令犯罪嫌疑人出来，并招
呼同事朝走廊大门合围，然后

自己率先冲了进去。
三名犯罪嫌疑人发觉有警察后，一边挥舞三角刮

刀一边向外分头逃窜。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在往外
逃窜时，被张杰明拦住。穷凶极恶的嫌疑人挥舞凶器
向张杰明乱捅。

尖刀当前，张杰明毫不畏惧。但因走道光线太
暗，在与犯罪嫌疑人搏斗中张杰明被刺伤。在生命的
最后关头，张杰明仍死死抱住犯罪嫌疑人的双腿没有
松开。

年仅30岁的张杰明因大量失血，伤势过重，抢救
无效壮烈牺牲。

张杰明是一名优秀的基层民警。生前，他曾两次
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四次被支队评为优秀民警，1995
年因抗洪抢险成绩突出被长沙市公安局嘉奖。2002
年、2003年因打击街头“两抢”犯罪成绩优异，两度被
支队评为“抓获能手”“侦破能手”。

2003年9月25日，公安部追授张杰明为“全国公
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2003年12月18日，公安部追
授张杰明为“革命烈士”。

1984年9月，退伍的周国知通过招聘成为国家
干部，先后担任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
原椿木营区后坝乡人武部长，后坝乡、粟谷乡乡长，区
民政办主任，区改乡后任计生办主任、民政助理等。

海拔1680米的椿木营乡勾腰坝村，是周国知生
前最牵挂的一个村。他在这里组织大家种黄连等药
材，为脱贫致富打下根基。如今，勾腰坝村有落叶松
1100亩、经济林800亩、药材100多亩，不少农户仅
药材一项年收入就达2万多元。

1990年椿木营撤区并乡后，周国知先后两次担
任民政助理这一职务。在很多村民的心里，周国知是

“亲人”，是“恩人”。
2003年，恩施州开展“清茅”行动，帮助那些居住

在茅草棚、岩洞内的特困群众盖房子，解决安居问
题。当时已身患重病的周国知，毅然工作在第一线，
成为村民胡柏春的联系人。

那时，胡柏春一家四口住在一间简陋的茅草屋
里。年过七旬的胡柏春回忆说，当年的茅草屋“夏天
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冬天茅草屋漏风，冷得发
抖，为了暖和些，只能把玉米壳堆在身上。”

因为条件差，胡柏春的两
个儿子迟迟没找着对象，这
成了胡柏春最大的心病。

“国知多次来我家，嘘寒问
暖。有一次，他出门后不
久就晕倒在山边小路上。”
说到此处，胡柏春忍不住潸
然泪下。“在他的帮助下，我
申请到6000元补贴，买了现
在的房子。住进新房的当年，
两个儿子先后结婚。”

2003年5月8日，周国知第六
次到胡柏春家工作时，突然昏倒在潮湿
的草地上，后被确诊为肝癌晚期。2003年9
月27日凌晨，42岁的周国知离开了人世。

2003年12月24日，湖北省民政厅作出在全省
民政系统开展向周国知同志学习的决定。2004年4
月，湖北省人民政府授权湖北省人事厅追授周国知同
志“湖北省模范公务员”荣誉称号。2004年10月，人
事部、民政部追授周国知同志“为民模范”荣誉称号。

于化虎，1914年出生于山东省海阳县文山后
村，1940 年参加抗日战争，1944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43年 5月，日伪军100多人偷袭文山后村，
时任民兵队长于化虎率领爆破组在村边埋下70多
枚石头拉雷和绊雷，炸死炸伤前来袭击的日军17
人。几天后，他又带领民兵在村子周围埋下数百颗
自制地雷，诱敌进入雷区，炸死炸伤敌人70多名。

1944年春，驻青岛的日军对盆子山抗日根据地
进行大扫荡。于化虎带领民兵在村西野虎山下埋

设20多颗子母雷，炸死炸伤日伪军40多人。
黔驴技穷的日军从青岛调来了工兵和探

雷器。于化虎和民兵们制成夹子雷、
头发丝雷和梅花雷等防排雷。同
年夏，于化虎带着4颗25斤重的
大地雷，潜入敌人据点，埋设在
日军集合点名的地方。第二天
早晨日军出操时踩响地雷，炸
死炸伤30多人。

1945 年夏的一天，日伪
军集结400多人，对周围村庄
进行扫荡。于化虎组织民兵，

化装混入敌人内部，活捉14名伪军士兵，并穿上伪
军服装进村布雷。然后他们撤出村，开枪诱敌上
钩。敌人慌乱中互相射击，地雷遍地开花，死伤47
人。慑于民兵地雷战的威力，据守海阳县城的日
军，被围困在据点里，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在青
岛日军接应下从海阳逃走。

1944年10月，于化虎等5人受胶东军区委派，
到烟潍线给民兵骨干传授制雷、布雷技术，开展历
时4个多月的地雷战。到抗战胜利时，于化虎亲手
培养起来的爆炸模范有20多名，会使用5种以上地
雷的爆炸能手多达1400多人。

1945年，于化虎被评为“胶东民兵英雄”，胶东
军区授予他“爆炸大王”英雄称号。

抗战胜利后，于化虎带领民兵参加了人民解放
战争。

1949年，于化虎根据组织的安排回到老家文山
后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乡亲们修建了许多
水塘和水渠。为增加集体收入，于化虎先后在村里
办起了砖瓦厂、养鸡场、粉坊、牲畜繁殖站等，带领
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2004年，于化虎去世，但他和其他地雷战英雄
的事迹一直流传。

李启明，1915年出生于山西省神池县一个旧职
员家庭，从小接受教育，聪慧过人。1929年，李启明
到太原一中读书，在这个中共山西党组织诞生的地
方，看到日本共产党创始人河上肇的著作，并开始参
加共产党外围活动。1931年，李启明到监狱探望一
个被捕的同学，这个党员同学小声提醒：赶快走！于
是，李启明和一些同学跑到汾阳，参加冯玉祥举办的
汾阳军官学校。1932年，李启明秘密加入中国共产
党，随同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民族抗日同盟军参加
古北口战役。

情报战线强调“智谋”，而李启明的聪明才智正
适于搞情报。1937年9月，李启明奉命任西北保卫
局茶坊检查站站长。1938年6月参加保安处七里铺
侦察情报训练班第一期学习，期间曾去瓦窑堡开展
情报工作。1939年奉命组建绥德外勤组，任组长。
1941年又奉命建立靖边外勤组，仍任组长。1942
年调回延安，任保安处情报科员。1943年春保安处
成立情报科，任科长。1946年 7月任保安处副处
长。1949年3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安厅副厅长，
并主持公安厅工作。

经历各种情报岗位的李启明，年轻有为，功勋卓

著，是陕甘宁边区公安情报保卫
工作的主要开拓者和领导人
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李启明
继续活跃在公安战线上。
1950年1月至1954年10
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公
安部副部长、西北行政委
员会公安局局长。西北大
区撤销后，历任陕西省委常
委兼陕西省公安厅厅长、陕
西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副省
长、代省长兼省公安厅厅长，陕
西省省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李
启明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关
押审查，下放工厂劳动。1977年8月恢复工
作，历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省政协主
席、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启明后来担任中共十一
届、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7年12月19日，李启明在北京病逝，享年
93岁。

李启明李启明：：

为公安情报工作奉献一生
●新华社记者 王皓

吴光林是云南省临沧市凤庆县人，汉族，大专文
化。1992年参加公安工作，2004年2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历任凤庆县公安局禁毒大队侦查中队中队长、
副大队长。他牺牲时只有35岁。

临沧市凤庆县毗邻世界毒源地“金三角”，是毒品
入境的重要通道之一。吴光林一直梦想成为一名缉
毒警察。毕业时他原本进入县财政局工作。一年多
后，听说县里新成立禁毒大队，他果断放弃旁人羡慕
的“金饭碗”，报名从警。

12年间，吴光林始终战斗在禁毒工作第一线。
他曾在毒贩拖着战友跳江的瞬间，救下战友性命；曾
在战友被毒贩用枪顶头的时刻，跃起制服毒贩；曾只
身打入贩毒集团内部卧底，缴获大量毒品。威猛如此
的他，也有温情一面：乡村学校的课桌被偷，他会赶十
几里山路追回桌子；抓获毒贩时，自己掏钱为毒贩生
病的妻子治病；目睹村民生活困窘，他资助村民学习
栽桑养蚕……

2004年8月30日，禁毒大队获知：有两名携带毒
品的可疑人员将从小湾镇岔江渡口经过。吴光林与
两名民警前去堵卡查缉。傍晚6时30分赶到设伏点
后，他们埋伏等待了近两小时，可疑人员仍未出现。
晚上8时30分，他们发现有两个黑影向设伏点走来。
考虑到这条路是当地主要通道，群众往来频繁，为甄
别两人身份，吴光林和战友选择了与他们正面接触。

三人包抄上去堵住对方去路后，吴光
林大喊：“我们是公安局的，请接受
检查！”话音未落，对方突然向他
开枪，将吴光林击倒在地。战
友们立即还击……一阵激烈
枪战后，一名毒贩受伤丢下
毒品逃跑，另一名毒贩躲进
山林。战友们赶紧抱起吴
光林，此时却再也喊不醒
他：吴光林头部中弹，壮烈
牺牲。

第二天凌晨，赶来增援
的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搜索
后抓获了这名毒贩，当场缴获了
一支手枪、一枚手榴弹、若干子弹
和4385克海洛因。9月7日，警方围捕
另一名逃跑的毒贩时将其当场击毙，缴获了一
支手枪、一把匕首、若干子弹和4650克海洛因。

吴光林牺牲前获得的荣誉并不多，这是因为每次
请功受奖时，他总是推让，理由多种多样：自己是队领
导、自己没有跟毒贩直接枪战、出差没时间填表……
2004年12月，吴光林被云南省人民政府追授为“缉
毒英雄”，并批准为革命烈士，后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
英雄模范。

吴光林吴光林：：

不惧危险的缉毒英雄
●新华社记者 王研

宝力格1969年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边远牧
区的一个普通蒙古族家庭。1990年从原公安边防部队
退役后，他在多处公安机关任职，最后的职务是呼和浩
特市公安局玉泉区分局刑警大队三中队指导员。

2007年 5月 16日，玉泉区发生一起恶性案件，1名
犯罪嫌疑人打死3人、打伤 1人后潜逃。民警通过走访
调查，在最短时间内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张兰同，并将他
围堵在家中。看到民警，张兰同抄起一把尖刀，边挥舞
边拼命嚎叫：“谁进来我就跟谁拼了！”

面对情绪失控的犯罪嫌疑人，现场指挥组决定挑选
4名素质好、技能强的民警组成突击小组。“局长，让我
上吧！”宝力格主动请缨。据在场同事陈青华回忆，宝
力格这么做他一点儿都不吃惊，他与宝力格一起战斗
了近10年，每次执行任务宝力格都冲在前面。

突击小组成立后，立即进入现场。趁着犯罪嫌疑人
注意力下降，宝力格第一个冲上去，奋力抓住张兰同持
尖刀的手臂。就在这时，一股鲜血飞溅而出。原来，在
扑向张兰同的瞬间，宝力格左腋下的动脉被对方挥舞
的尖刀刺穿了。第二天，宝力格因失血过多，献出了年
仅38岁的生命。

“宝力格在工作中就像一只勇猛无畏的老虎！”陈
青华说，“这种事例太多了，一次玉泉区发生一起涉枪
案件，在抓捕行动中，宝力格第一个冲上去，夺枪、制服
的动作一气呵成，特别精彩。”

宝力格从警 18年，先后参与侦破刑事案件 1000余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00余名。宝力格牺牲后，被追认
为革命烈士、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公安系统一级
英雄模范。

杨业功，1945年2月出生，湖北应城人。1963
年8月入伍，1966年2月入党，生前系原第二炮兵副
参谋长。2004年7月，因积劳成疾病逝。

杨业功常说，“战争离我们并不遥远”，所以要
以“坚持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抓战备、搞训练。

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军委确立新时期军事
战略方针后，杨业功担负起筹建我军历史上第一支
新型导弹部队的重任。这项任务十分艰巨：没有阵
地、缺少装备、人才不足；全新的部队、全新的装备
需要全新的建设思路、训练模式；新型导弹还在研
制中，但导弹旅的组建和训练任务却必须赶在导弹
研制成功前完成……

杨业功从基地挑选11名精英组成集训
队，为节省经费，他把地方废弃的厂房

车间作为部队的营房。在专业训练
的同时，队员们修道路、整地坪、筑
围墙，用双手搭建了自己的大本
营。在杨业功的带领下，队伍
不断壮大。

当时，新型导弹还未研制
成功，集训队没有教材大纲，
于是杨业功带着集训队员们
跑遍全国各地的导弹生产厂家

和科研所，挨家挨户请教学习。白天，他们在车间
给师傅们打下手，将图纸与数据记录下来，晚上再
仔细做好工作笔记。在此基础上，他们编出了一套
专业教程。

基地原副政治委员迟志江回忆，没日没夜地操
劳，杨业功瘦了、黑了。但他带领部队实现了“没有
武器能训练，有了武器能打仗”的目标。部队筹建
当年，杨业功就很快掌握了新型导弹各个专业的指
挥技能，并带领部队成功发射了二炮历史上第一枚
新型导弹。

1995年，在我国东南海域进行的一次重大军事
演习中，已经形成作战能力的这支新型导弹部队奉
命进行导弹发射演练，以6发6中的战绩，实现了党
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心和意图。杨业功在演习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荣立二等功。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从军41载，杨业功始终
心系导弹事业的发展，以高昂的精神状态拼命工
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2005年，中央军委追授杨业功“忠诚履行使命
的模范指挥员”荣誉称号。2006年，经中央军委批
准，将杨业功列为全军挂像英模，其画像与张思德、
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苏宁、李向群一起悬
挂在全军连级单位俱乐部。

周国知周国知：：

根在高山的为民模范根在高山的为民模范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谭元斌谭元斌

杨业功杨业功：：

生命不息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战斗不止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乐文婉乐文婉

于化虎于化虎：：

战争时期的“爆炸大王”
●新华社记者 张武岳

张杰明张杰明：：

誓死与歹徒搏斗的公安英模
●新华社记者 刘良恒

宝力格宝力格：：

冲锋在前的好警察
●新华社记者 刘懿德

▶这是张杰明
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 发

◀这是周国
知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 发

▶这 是 杨 业 功
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 发

▶这是于化虎像
（资料照片）。

新华社 发

◀这是李启
明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 发

◀这是吴光
林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