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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生而英勇，只是选择无畏。提及刑警，有人说，这是警察职业中最具
风险的警种之一，因为刑警直面的是犯罪最前沿。与凶穷极恶的罪犯较量，危险
性不言而喻；让狡猾的“狐狸”露出尾巴，更是充满曲折与艰辛，虽然行走在“刀
尖”之上，但为了一方安宁，总要有人挺身而出。

从1995年参加公安工作，26年里，对于孙冀来说，岗位虽然有过变化，但刑
警这个身份从未改变过。“警校毕业后，我先是被分配到派出所工作。”初出茅庐，
对于做一个什么样的警察，孙冀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直到一次出警任务，让
他坚定前行的步伐。
“刚工作不久，辖区内就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的案件，当时我负责在外围值

守，警戒线拉好后，来了一群坐着吉普车的人，威风凛凛，我的心一下子被他们征
服了。”头一次出现场，孙冀也不懂，就问身边的人，“这些人是干嘛的？”“五处大案
队的。”从那一刻起，“当这样的警察”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孙冀心中生根发芽。

1997年，24岁的孙冀，梦想成真，通过内部遴选，被调到市公安局五处大案
队，成为了专“啃”疑难案件的刑警。在一起又一起案件中“淬炼成钢”，从“新兵”
磨炼成办案能手，因此，当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全国打响，孙冀当仁
不让地成为了扫黑除恶“天津战役”的一名主力战士。

因为从没让人失望过，在接到一封厚厚的、从公安部转来的举报信后，市公
安局的领导第一个想到就是把重任交给孙冀，“孙冀，你上！”“是！”响亮的声音透
着坚定不移的决心。

从成立“12.04”专案组那天起，孙冀就住在了单位，在错综复杂的案情中、在
堆积如山的案件材料里，寻找开启案件迷宫之门的“金钥匙”。所有的汗水，都不
会白流；所有的努力，都不会被辜负，历时三年，孙冀带领专案组民警，一举打掉一
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多个恶势力犯罪集团，抓获涉案人员127名，破获刑事案件36
起，扣押、冻结、查封涉案资产以及为被害企业挽回经济损失共计9.46亿元。

当把犯罪分子送上法庭，孙冀却倒在了病榻上。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量，让
他患上了脑动脉硬化、脑血管弥漫性狭窄，还有严重的心肌缺血、双侧颈动脉堵
塞……当问及孙冀为了工作付出这么大的身体代价值得吗？他坚定地回应：“作
为公安民警，除暴安良是职责所在，我无怨无悔。”

平安不会从天而降，这两个字背后，有无数像孙冀一样的公安民警用忠诚捍
卫使命，用生命护佑平安。为了岁月静好，他们一直在路上。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道路；榜样如旗，引领奋斗脚步。在我市公安队伍中，
有一种不一样的父子传承叫同一身藏蓝，他们忠诚书写不同时期的警察故事，
在风风雨雨中无悔执着警察梦，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警察的庄严承诺。
长大后，当一名警察——对于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安全保卫支队民警王中原

来说，这是从小便深植于心的梦想，这也是他从父亲身上看到的如何成为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的童年里，父亲陪伴我的时间少之又少，有时半个多月见不到人，有时

深夜回来，我已经睡了，等我醒来，他又去上班了。”作为一名刑警父亲，搞起案
件没日没夜是常态，自然也就无暇顾及家庭。“小时候，不懂事，看到身边的同学
假期都有父母陪伴，听同学讲，父母都带着去哪玩，我心里也有怨气，想不明白
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让父亲看得比家人还重。直到有一次父亲拖着疲惫身躯
回到家，坐在沙发上竟然睡着了，听母亲讲父亲是为了抓坏人，才这么拼命，我
一下子觉得我比身边的同学都幸福，因为，我有一个了不起的爸爸。”
为了成为像父亲一样的人，王中原照着目标在努力，中考、高考、直至考上

警校，“虽然每一次人生重要时刻，父亲都是缺席者，但他总能带给我一种力量，
让我勇往直前。”
或许是当刑警的通病，无规律的作息和24小时的待命状态，让王中原的

父亲也曾身体亮起了红灯，“那天父亲是值完一夜的班，下午才回到家，晚上
就感觉身体不舒服，送到医院经诊断，竟然是心梗，所幸抢救及时，捡回了一
条命。”
正是因为懂得自己选择的不只是一种职业，更是一份责任，在王中原成为了

警察后，父亲问道：“你受得了‘抛家舍业、早出晚归’的无奈和‘人至中年就伤病缠
身’的酸楚吗？”“父亲问完我之后，我也反问他，‘当警察你后悔吗’，听了我的回
答，我们父子俩不约而同地笑了。”王中原说，这应该就是血脉传承，警魂延续。
因为身体原因，如今，父亲王玉泉从公安南开分局刑侦重案队的一线侦查

破案转为了后方支撑。
去年疫情期间，父子俩更是聚少离多，一个在社区值守，一个在地铁站里守

护百姓出行安全。相同的职业，让一家人更加理解彼此的辛苦、职责和荣耀。
他们深知：你是我的父亲，也是携手并肩的战友。

7年，2500多天，一个小区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走进河东区二号桥街陶然庭苑社区，道路宽阔整洁，景观错落有致，老人小

孩怡然自得，街坊邻居和谐融洽。谁能想到，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私搭乱盖严
重、道路围墙年久失修、居民百姓怨声载道的老旧小区。
2013年年底，初任社区民警时，看到小区一幅百废待兴的模样，市公安局河

东分局二号桥派出所民警殷刚暗下决心，一定要让社区“旧貌换新颜”。他积极联
系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委，多次牵头街道、居委会、业委会召开联席会议，制订专
项治理方案，决定先取消违规物业。成功迈出第一步后，他又开始多次入户走访，
耐心听取意见，重新选出业委会，选定新物业公司，通过整治卫生环境、修复破损
道路围墙、改善社区绿化等一系列举措，显著提升了居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民生无小事，件件显初心。每天想的都是社区1800多户、近5000位居民

过得怎么样，开心不开心？”殷刚说，天冷了，经常会问问居民“家里暖气热不热？”
有时候邻里发生纠纷，他去处理，结果却被拒之门外。“你赌气，我坚持，站在门外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就一个人在那自说自话，当门打开那一瞬间，我知道心结
已经融化了。”
多年来，无论是调解邻里纠纷、排查安全隐患，还是带头抗击疫情、深化社区

治理，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忙碌的身影，“有困难找殷警官”也早已成为社区
居民的共识。
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汹，殷刚义无反顾，为不漏一户、不差一人，

他将辖区住户情况排查得清清楚楚。“殷警官，不好了，快来帮帮我们吧。”一天，
正在社区巡查的他，接到一通求助电话。小区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居民病情发
作，他二话不说，挂掉电话立即赶往居民家中。“您别着急，我先联系医院。”他先
稳定了家属的情绪，随即联系多家医院，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医生建议居家治疗，
并在电话中给出专业建议。殷刚耐心与患者家属交流治疗方法，还及时联系社
区医院为患者“量身定制”了居家治疗方案。
不忘入警初心，牢记职责使命。殷刚常对身边的新警说：“立志从警，就要敢

于奉献；穿上警服，就要为民服务；人民卫士，就要赤胆忠心；百姓公仆，就要心系
百姓！”
即将迎来自己的节日，殷刚倍感振奋：“警察节的设立，是荣誉更是责任，是激励

更是鞭策。今后，我将继续扛起身上的职责和使命，守护平安幸福的万家灯火。”

44岁，从警24年，董震一直觉得自己是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唯一一次，他
感到了深深的无力感——疫情期间，母亲去世，正在戒毒所封闭值守的他没能送
上最后一程。
在驻守的地方，朝着家的方向，深深三鞠躬……悲痛无声，坚守无悔。董震

说，这是一名戒毒人民警察应有的担当。
警服在身，责任在肩。董震，现任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总队第一强制隔离

戒毒所副所长，从20岁穿上警服的那天，他就告诉自己，在岗一分钟，尽职60秒。
“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主要负责戒毒人员的‘生理脱毒’，一般为3到6个月，这

段时间他们的情绪波动最大。”分管男监区的董震，心中安全的弦儿时刻不敢松。
带队巡查监室，听取交班报告，关注学员动态……男监区最多的时候有200

多名戒毒人员，董震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把工作当成事业干，是董震对戒毒人民警察职业最朴素的情怀。为了让戒

毒人员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早日与亲人团聚，董震创新了管理模式——以“教”
促“管”，把戒毒人员的“戒毒期”变成“学习期”。
他和同事们协力打造的“道德法制”“文化艺术”“忏悔感化”“技能帮扶”“习惯

养成”五大教育工程，让戒毒人员在案例分析中认识吸毒危害，在趣味游戏中陶冶
道德情操，在文艺汇演中增强文化自信，在技能培训中掌握生活本领。效果很好。
春风化雨，润泽心灵。不少吸毒人员拨云见日，重新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

小展（化名）就是其中一位，尽管成功戒毒已5年，他还是坚持每年回一趟戒毒所
做尿检，“主要是想看看董所这些‘亲人’。”
用忠诚和担当诠释戒毒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用大爱和奉献彰显人民警察

的“美”。董震干在前，冲在前。
去年年初，抗“疫”之战打响。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总队启动战时勤务模

式，董震主动请缨，带队首批进入了封闭执勤区。战“疫”的日子，他更忙碌了，早
起晚睡成了常态。安全起见，半夜还要爬起来盯下监控，“必须确保平安”。
母亲离世，是在董震第二次进入戒毒所执行封闭驻守任务时，职责在肩，寸

步难离。“自古忠孝难两全”，今生对母亲的亏欠，只能下辈子还。
悲痛无声，誓言无声，戒毒人民警察的坚守无声，却无比坚定……是无数像

董震一样的坚守者，铸就了“最美藏蓝”。

2020年，366天，方燕明和韩笑云夫妻却有200多天没能见上面……这对监
狱警察伉俪，整个战“疫”期间，各自驻守在自己的阵地上。
“择一事，终一生，此生无悔披‘藏蓝’”，在河西监狱狱政科科长方燕明的

心中，“人民警察”无上荣光。从18岁到43岁，25年里，他始终践行着最初的
誓言。

监狱是没有硝烟的特殊战场，监管工作常被喻为“守在火山口”上的岗位，选择
监狱警察这个岗位注定了付出与风险……方燕明清楚，但他义无反顾。

从基层管教民警，到副监区长、监区长、狱政科长，一路走来，方燕明冲在前沿，
干在实处。

创新教育板块，推动“五大改造”新格局在监区落地开花；尽心竭力，不辞辛苦，
帮助迷途人员找到“回家的路”；挑重担，扛硬活，凝心聚力打造一流团队……方燕
明的付出与担当有目共睹。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工作占用的多了，对家就会有亏欠，好在妻子韩笑云能
干。“同为监狱警察，我理解他的不容易。”多年来，韩笑云靠默默付出，保持着长泰
监狱财务科民警和警嫂这个“双重身份”的平衡。

不过，一切还是被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2020年1月，疫情防控
需要，天津监狱系统启动战时机制，实施封闭管理勤务模式。方燕明第一批进了
“战场”。56天后，解除封闭隔离的方燕明才返回家中，而当天正好是韩笑云进入
长泰监狱封闭管理区第一天。夫妻俩就这样擦肩而过了。

而这样的“擦肩”在今后的日子里成了常态，一直持续到9月初。200多天的
时间里，驻守在不同阵地的夫妻俩一面没见上，只能靠着微信和小纸条传递爱意：
“冰箱有肉菜饭，老人要测血压，孩子有家长会”“保重身体，注意休息”“你交给的任
务全部完成，等你验收”……疫情阻隔了距离，阻隔不了爱。最美的坚守，最美的狱
警伉俪。

11月15日起，按照疫情防控新要求，天津监狱系统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封闭
执勤模式。两个月的短暂小聚后，如今，方燕明和韩笑云又过上了“隔空示爱”的
日子。

胸膛内装着百姓，血液中淌着荣誉……“您问我们是什么力量让监狱警察无
悔付出？是责任，是担当，是忠诚，是对‘藏蓝’最深沉的爱！”方燕明和韩笑云异
口同声。

人民满意的司法警察、天津市法院系统先进个人、优秀公务员、优秀共产党
员……翻开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总队警务科副科长孙瑞林的履历表，一项
项荣誉扑面而来。

今年55岁的他，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党龄和警龄了。被问及如何三十年如一日
尽职尽责、爱岗敬业时，他说：“用对党的忠心、对事业的尽心、对人民的真心、对纪
律的戒心，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

自1988年退伍后，孙瑞林成了一名司法警察。33年里，驾驶警用囚车往返于
法院和看守所的次数，他早已记不清楚，虽然换了好几茬车，但在每年行驶近两万
公里的里程中，他从没发生一起交通、安全事故，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安全责任感完
成每一次提押、看管、值庭任务，确保每次提讯或开庭安全顺利。
“开警车执行任务时，就得打起精神，既得细心，也得耐心，还得有责任心，才能

不出事故。”每次队里来了年轻人，他总会发挥“传帮带”作用，多多叮咛嘱托。
2016年，孙瑞林的母亲病故前，先后住了两次院，晚上他在病房看护，白天从

不耽误开车提押看管工作。年过半百的他，虽然身体有点吃不消，可从不说一个
“累”字，每天像陀螺一样在单位、医院、家之间来回跑。“习惯了，就想着既得把老人
照顾好，也不能把工作耽搁。”他说。
“凭着良心，干好工作”已经成为孙瑞林最朴素的从警信念。2013年3月，市

高院刑一庭公开审理被告人刘某绑架杀人一案。当审判长告知完权利义务后，
被害人家属突然从旁听席冲过去，想殴打被告人。“当时来不及多想，第一时间就
冲了上去。”作为押解法警，孙瑞林不顾危险，立即把身体当盾牌，挡在了被害人
家属与被告人之间，可谁知被害人家属用力过猛，他被重重撞倒在地，造成腕部
损伤。
“法警就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时刻关注法庭上所有人的情况，我们的

职责就是保护大家安全。”事后，孙瑞林忍着剧痛，立即起身与另一名押解法
警按照处置突发事件预案快速将被告人带离审判庭，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和法
院的形象。

即将迎来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他十分自豪：“选择了警察这份职业，就是选
择了忠诚、选择了担当、选择了奉献、选择了为民、选择了坚守，我将继续忠诚履职、
担当奉献，做好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守护者和人民群众的‘保护神’。”

用满腔热血
浇筑闪光警徽

扫黑除恶“当就要当这样的警察”
——记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七支队副支队长孙冀

“你是父亲，也是我肩并肩的战友”
——记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安全保卫支队民警王中原

守护万家灯火“有困难找殷警官”
——记市公安局河东分局二号桥派出所民警殷刚

“对母亲的亏欠，只能下辈子还”
——记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总队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董震

夫妻各自驻守“擦肩而过成了常态”
——记监狱警察方燕明、韩笑云夫妇

最朴素信念“凭着良心，干好工作”
——记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总队警务科副科长孙瑞林

2021年起，每年1月10日设立为“中国人民警察节”，从
此，人民警察和教师、记者、医师、护士一样，有了属于自己的行
业性节日。
有这样一群人，从穿上警服的那一天起，他们就向头顶的国

徽作出庄严承诺：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他们是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闻令而动、听令而行，不畏艰

险、奋勇当先。他们用满腔热血浇筑闪光警徽，一心精诚守护平
安。在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即将到来之际，让我们一起聆听
他们的故事，致敬担当奉献。

■本报记者韩雯李国惠张清 本版图片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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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中医》第 20、
21 集 岳小婉说想学中
医，翁泉海让她常去诊所，
岳小婉却话题一转说感觉
翁泉海和妻子间有隔阂，
翁泉海若有所思。翁泉海
约葆秀出来散步，提出让
葆秀再走一步，别耽误自
己，葆秀说已经和这个家
分不开了，如果有别人想
插上一腿，就敲断它。葆
秀赌气回了老家，两个女
儿不依不饶，定让爸爸给
找回来……

天津卫视19:30
■《我们好好在一起》

第26、27集 在安国庆的
努力下联系上了父亲的老
战友，但是三个战友中的一
位已经去世。爷爷与另外
两个老战友重新相见，非常
开心。安国庆的父亲心脏
病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
检测结果是，需要心脏搭桥
手术，并且要异体移植安国
庆腿上的血管……

天视2套 18:25
■《执着的追踪》第

5—8集 本来已经逐渐痊
愈的胡兰子想让哥哥去感
谢赵运达和焦进山的救命
之恩，可胡大山在城里却了
解到赵运达和殷耀东有不
少来往，这下让他误以为赵
运达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汉
奸。当张翠凤得知是殷耀
东出卖了自己的兄长时，悲
愤之极的她想要亲手铲除
这个叛徒。她与贴身丫鬟
红梅计划接近殷耀东，并在
茶馆杀死殷耀东，可是由于
红梅的紧张却让计划没有
成功实施……

天视3套 19:20

■《三十而已》第31、
32集 茶山的茶树遭遇霜
冻，村长向顾佳求助，需要
费用来度过难关。顾佳夫
妇双双出差，顾佳去茶山
解决问题，许幻山去烟花
厂销毁过期烟花，两人在
机场告别。刚送走顾佳，
林有有出现，非要陪许幻
山去烟花厂出差。林有有
第一次看到蓝色烟花，惋
惜许幻山的心血之作再也
不见天日。冲动之下，许
幻山决定继续生产蓝色烟
花。顾佳和许幻山视频通
话。许幻山告诉她，烟花
全部销毁了……

天视4套 21:10
■《今日开庭》今天

咱们的原告张先生，参加
了女儿所在学校组织的一
次集体活动，本来是件好
事，却没想到，给这个家庭
带来了变故。接下来说的
是一起离婚官司，王光和
李依依认识不到两个月就
结婚了，可婚后，王光发现
李依依对自己有所隐瞒，
那究竟是什么让人无法接
受的隐情，导致两人对簿
公堂呢？

天视6套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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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13-20）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