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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英雄挡刀护民，十万群众自发送别
新华社成都电(记者吴光于)8 月 10 日清

晨，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法治广场上，10万
名自发前来的群众胸戴白花、眼含热泪，送别
他们心目中的两位英雄——— 仁寿县富加派出
所所长王涛、辅警廖弦。

4 天前，他们面对歹徒挺身而出，用血肉
之躯挡住了歹徒疯狂挥舞的尖刀，为群众撤
离争取了时间，护卫了他们的安全。

8 月 6 日早 7时许，一起凶杀案打破了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富加古镇的宁静。接警
后，富加派出所迅速展开案侦工作，不到两个
小时便初步锁定犯罪嫌疑人张某，并紧急组
织力量开展缉捕。

上午 10时，烈日炎炎，富加派出所内人
来人往，20 多名群众在户籍室排队等候办理
业务。派出所所长王涛带队回所，敲定了凶杀
案抓捕计划，正准备出所追捕，忽然听见一阵
巨大的撞击声。
只见一辆黑色越野车冲进了派出所，冲上

了台阶，先撞向办理户籍业务的群众，随后又
斜撞到派出所门柱上，堵塞了三分之二的大
门，一名被撞群众满身是血，躺在车头位置。

“快！你们拿上盾牌！”王涛立马意识到事
态严重性，一边掏枪一边带领民警、辅警往外
跑。突然，一声枪响传来，群众的尖叫声不绝
于耳。

此时，犯罪嫌疑人张某已从驾驶室跳下
车来，手持一支仿制式手枪对着办事群众扣
动了扳机，子弹从一名女性的腿部穿过，又射
伤了一个少年的腿部。

就在他想要开第二枪时，手枪卡壳，随即
他又拿出一把长 40 厘米、宽 3 厘米的尖刀冲
进了户籍室。户籍室里 20 多名群众惊恐万
分，纷纷后退。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辅警廖弦挺身而出，
极力吸引张某注意，并退往户籍柜台与其对

峙，群众得以借此机会往外撤离，全部安全脱
险。但狭小的户籍室里，廖弦被张某猛刺数
刀，失去知觉倒在了血泊里。

户籍室外，王涛率十多名民警、辅警形成
合围之势。就在张某转身扑出时，王涛和民警
刘飞果断扣动扳机，击伤了张某。

但张某中弹后仍然负隅顽抗，乱舞尖刀。
辅警简磊回忆说，当时办事群众惊魂未定，仍
聚集在院子右侧。为保护群众安全，王涛冲上
前去，往院子左侧移动，力求转移张某注意
力，并与他展开近身搏斗。疯狂的张某向王涛
砍刺数刀，最致命的一刀捅向王涛腹部，瞬间

血流不止。
重伤倒地后，王涛仍牢牢控制着张某的

手，直至民警上前将其完全制服。几分钟后，
120 救护车赶到事发现场，将受伤群众和民
警送至医院抢救，受伤群众目前情况稳定，但
王涛、廖弦由于伤情过重，虽经全力抢救，仍
未能挽回生命。

事发后警方查明，37岁的张某系网上逃
犯，被江西瑞昌和四川成都两地公安机关通
缉。因张某对导致他家庭矛盾的谢某心存怨
恨，8 月 6 日凌晨潜入仁寿县农旺乡找谢某
寻仇，当日早 7时许，张某与谢某父亲相遇并

发生冲突，张某持刀将他捅伤致死。张某杀人
后，曾打电话威胁谢某，通话中了解到谢某已
向富加派出所报案，误以为谢某在富加派出
所，于是驾车冲进派出所院内。

据王涛、廖弦生前同事介绍，二人在日常
工作中就一直冲锋在前，时刻把群众冷暖安
危系于心间。

“我们曾是一起并肩共事的好搭档。”提
起王涛，仁寿县公安局清水派出所所长李骅
数次哽咽。2003 年，二人曾一起在禄加派出
所工作。之后，王涛调到文林派出所任副所
长，逐渐成为所里的刑侦顶梁柱，连续 9 年
的春节都在派出所里度过。今年 3 月，由于
长期坚守岗位、身体透支，王涛患了严重的
胰腺炎，生病住院。一周后，他便带病回到岗
位，整个人瘦了 20 多斤，还依然坚守一线。

廖弦是一位曾经在西藏边防一线驻守
13 年的解放军战士。2014 年退伍后，成为一
名警务辅助人员，在富加派出所主要从事户
籍业务办理工作。利用中午休息和晚上时间，
加班加点为老百姓办理证件是他工作常态。
在同事们眼里，他每天早上都会提前开门、提
前办公，就是为了让来办理业务的群众少等
一会儿，多办理一些业务。如今，户籍室里再
也没有他忙碌的身影。

王涛和廖弦以身挡刀、护民牺牲的事迹
在网络传开后，网友纷纷留言致敬：“你们是
英雄！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岁月静好，是
因为有时时在流血、日日有牺牲的人民警
察，他们在我们身边无私奉献和英勇献身！”

“他为了惩恶扬善，为了群众安宁，为了
他热爱的警察事业奉献了青春和热血，他的
离去是比泰山还重的。”谈起孩子，王涛的父
亲王献明眼中噙满泪水，“你的生命，将如同
你头上的警徽永放光芒。”他望着远方，似乎
还在等待儿子的归来。

▲ 8 月 10 日，在四川仁寿县，群众走上街头送别公安英雄。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马千里、赵雅芳、魏玉坤

在海拔 4900 米、被称为“天路之巅”的唐
古拉地区，格尔木工务段唐古拉线路车间的
18 名铁路工人，在这里扎根 12 年，担负着青
藏铁路全线中海拔最高、条件最差、灾害最多
的 125 公里冻土线路养护任务。

8 月，唐古拉山上最温暖的季节，最高温
却只有 15 摄氏度。凌晨四点，寒雨阵阵，气温
骤降，车间主任李彪林和工友们已经开始了
每天的铁路巡线工作。

“‘天窗点’一般都在凌晨，我们必须趁这
一段时间完成作业，保障列车的平稳运行。”
李彪林告诉记者，线路工的首要任务是严密
监视温度、湿度及其他气象因素变化对冻土
路基的影响，并及时养护维修。

“十里不同天，一天见四季”。在唐古拉地
区，昼夜温差超过 30 摄氏度，铁路可能随时
因为热胀冷缩或路基翻浆出现安全隐患。“夏

天最怕路基翻浆，对可能翻浆的道床，必须加
强检查并及时整治。”李彪林说。

在海拔近 5000 米的唐古拉山铁路沿线，
线路工每天要推着大约 50 公斤重的检测仪
器，巡检近 10 公里线路。巡检中，每走几步，
李彪林就会有意识地踩一踩路基。每走 30 米
到 50 米，就要跪下仔细检查轨道。

“轨距检查要求非常严格，误差要以毫米
计。”李彪林告诉记者，如果轨距超出容许误
差范围，就会造成列车晃动，甚至会引发安全
问题。仅仅检查轨道的水平、高度、轨距，一名
线路工一天下来就要跪上三四百次。

有研究表明，人在海拔 4000 米的高原上
生活，相当于在平原负重 20 公斤，海拔 4500
米以上的地区基本上不适合人类居住。然而，
唐古拉线路车间的线路工人已在这条跨越生
命禁区的“天路”，坚守了 12 年。

“最难熬的是冬天，气温有时低至零下
40 摄氏度，一下雪，铁路养护作业更是难上

加难。”车间副主任叶彦东说，2009 年冬天，
山上突降暴雪，影响到铁路道岔的自动融雪
装置，“我们在凌晨 4 点多接到检修任务，雪
没过小腿，在大雪里步行三个多小时才赶到
现场，整个人都冻僵了，但检修任务一刻不敢
耽误。”

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为了及时处理应急
任务，不影响列车运行，线路工人常常 24小时
待命，“睡觉时不敢熟睡，吃饭也没有定时”。

对于自己吃的苦他们一笑而过，但对家
人的愧疚却一直藏在心底。

“孩子出生时，我不在媳妇身边，家里最
需要我的时候，我也没办法赶回去。”李彪林
语带心酸，“也想过换份工作，但干了十多年
了，舍不得。”

坚守，还是离开，面对这道选择题，唐古
拉线路车间的线路工人坚定地选择了前者，
而对于来自西藏昌都的线路工洛松尼玛，他
却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2011 年的冬天，在德令哈工务段从事
线路养护工作的洛松尼玛向上级领导提
出申请，志愿去青藏铁路海拔最高的地方
工作。2012 年，他被调到了唐古拉线路车
间。

“每天看到雪山、太阳，还有那条伸向远
方的铁轨，我的心里很踏实，铁轨也承载着我
对家的思念。”洛松尼玛在自己的工作服上，
手绘了一条和衣肩等宽的铁路，将青藏铁路
“扛”在了肩头。

“这条铁路是家乡人的幸福之路，守护好
它是我的职责。”洛松尼玛说，他将永远守在
高原，为青藏铁路的安全运行贡献自己的力
量。

自 2006 年正式开通运营以来，青藏铁路
已安全运行 12 年。正是许许多多铁路人十余
载如一日的坚守和付出，才能让这条“天路”
平稳延伸至高原深处，为雪域高原送去温暖
和希望。 新华社西宁电

12 年扎根“天路之巅”，每天凌晨开始巡线养护
记格尔木工务段唐古拉线路车间的铁路工人

新华社记者陈尚才

一辆破旧三轮车、一双手套、一把火钳，
每天徒步 20 公里，历时 90 余天，行程 2000
多公里…… 90 后小伙林鹏在川藏线上捡垃
圾的事迹，引发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

“不是你征服了自然，而是自

然给了你亲近它的机会”

林鹏今年 28岁，是江西新余的一名通讯
工人，热爱旅游，平时喜欢骑单车到处去玩。
从 2016 年起，他开始在沿海省市骑行。

“在路上总能遇见不同的人，看到新鲜的
事物，一边收获着快乐，一边增添阅历。那时，
骑行是我最重要的生活内容。”林鹏说。

和很多“驴友”一样，骑行 318 国道成
为林鹏的终极梦想。 2017 年 4 月底，他带
着一辆自行车和 5万多元现金，踏上了川藏
线。 20 多天的时间里，路上和景区的垃
圾，以及被游客涂改了的路标引起了林鹏的
注意。“这条最美景观大道，并不是我想象
中的样子。”他说。

到达拉萨后，林鹏又与两名“驴友”结伴
骑行新藏线。在路上，林鹏印象最深的除了风
景，就是一些游客在路上乱扔的垃圾。“大自
然的壮美雄奇，彻底征服了我的心，让我心生
感恩。”他说。

在新藏线翻越一座高山时，因海拔高，加上
劲风扑面，别说上坡，即便下坡也需使劲蹬车。

“大自然会给你无穷的挫败感，人是很渺
小的。”林鹏告诉记者，“不是你征服了自然，
而是自然给了你亲近它的机会。我对自然充
满敬意和感激。”

“我们一直向自然索取，我要

做件事回馈大自然”

今年初，林鹏坐火车又来到西藏，度过热
闹的藏历新年。回去后，经过认真考虑，他决

心做一件回馈大自然的事——— 捡拾川藏公路
上的垃圾，宣传环保。

“最美的净土，是你的心！”这是林鹏的口
号，也是初心。从废品收购站淘得一辆脚踏三
轮车，简单收拾了链条、脚踏板、刹车后，林鹏
于 4 月底从四川雅安出发了。

夏季的川藏线气候变化多端，有时一天
里连遇三次冰雹，他靠着一辆三轮车、一双手
套、一把火钳，平均每天徒步 20 多公里，捡三
四袋垃圾。

“最惊险的一次是在下‘七十二道拐’时，
三轮车突然刹车失灵，胶皮味很浓。过了一个

拐弯后，我紧急用鞋底踩住车胎，才发现刹车
垫磨没了。”林鹏说，“买车时只捡了块胶皮当
刹车垫，所幸没事。只好推车下坡，到了县城
再一次修车。”

林鹏觉得人们会理解支持他的行动，可
路上遇到的一些事也曾让他感到尴尬。在卡
子拉山口，刚捡完集中堆积的垃圾，游客随手
又扔塑料袋，只好再去捡。

“有些事，不身临其境，真的没法感同身
受。天路上很多地方，除了美，还有游客随手
丢的垃圾。”林鹏在朋友圈这样写道。

林鹏会采用两种方式处理捡拾到的垃

圾：装满三轮车送到附近的垃圾站，或是沿
途拦车请好心的司机带到垃圾站。为此，林
鹏还买了很多风景明信片送给帮忙的司
机。

谈起捡垃圾的初衷，林鹏说：“我们一直
向自然索取，我要做件事回馈大自然。”

“捡垃圾，人人为小善”

虽然有时会因为垃圾袋太脏被人鄙夷，
但林鹏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就在捡垃
圾的路上，一个“美丽公约”的公益团队找到
了林鹏，邀请他帮助宣传“爱碧水蓝天、爱健
康快乐、捡拾天路上的垃圾、尊重当地风俗信
仰”等理念。

林鹏一边捡垃圾，一边通过微博、朋友
圈，呼吁人们爱护环境，争做文明游客。他说：

“我感觉自己并非孤独前行，身后有 20万志
愿者在行动。”

在微博上看到林鹏的事迹后，杭州怡养
医院院长莫友成深受鼓舞，放下手里工作，乘
飞机到西藏追随林鹏捡垃圾。“2015 年开始，
我就倡导医院同事和病人在杭州捡垃圾。林
鹏是我心中的英雄，他给了我们力量。”莫友
成说。

江西新余市义帮爱心协会会长钱细平自
掏腰包买了辆皮卡车，派协会的三名工作人
员驱车 4000 多公里赶到拉萨驰援林鹏。“我
们发出‘助力林鹏，爱护环境’的倡议，得到无
数人的响应。”志愿者敖金保说。

林鹏的举动持续得到网友们的点赞和支
持。网友们留言说：“他捡的不是白色垃圾，而
是我们内心的责任。”“爱上美景的人会发自
内心地保护它，而不是拍照发朋友圈，我愿加
入他的行动。”

“丢垃圾是小恶，捡垃圾是小善。捡垃圾，
人人为小善。”这是林鹏和“美丽公约”志愿者
们发出的倡议。林鹏希望组建一个全国性的
环保公益团队，带动更多人参与环保。

新华社拉萨电

一辆破旧三轮车、一双手套、一把火钳，每天走 20 公里，历时 90 余天

徒步 2000 多公里，90 后小伙川藏线上捡垃圾

▲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卡子拉山观景台，林鹏（右）和游客一起捡垃圾后合
影（5 月 14 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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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吕诺、王沁鸥、吴瑞

“手术成功了。”援藏医生班允超
走出手术室轻声说道。在海拔 4500 多
米的高原，24小时内吸着氧完成两台
颅脑手术的他，已是精疲力竭。

那曲市人民医院是中国海拔最高
的地市级医院。班允超参加辽宁省组
团式援藏医疗队以来的第 33 台手术，
又一位藏族兄弟奇迹般生还。

“托其切(谢谢)……”患者的女儿泣
不成声。

患者家属恭敬肃立，一齐向班允
超鞠躬，摊开双手，并伸出舌头。

班允超的双眼湿了。进藏 9 个月
的他明白，这是藏族同胞极为尊敬的
崇高礼仪。

那曲所在的羌塘高原被称为“生
命禁区”。这里高寒缺氧，8 月初仍透
着凉意。在那曲市人民医院，新华社记
者探访了这支来自辽宁的第三批组团
式援藏医疗队。手术室昼夜不熄的灯
光，ICU惊心动魄的节奏以及藏族同
胞感恩的目光和淳朴的话语，记录着
一个个攸关生死的日子，谱写出一曲
曲礼敬生命的壮歌。

拼尽我全力，为了隐约

的生机

“做。”班允超对藏族助手朗觉医
生说。

这是个艰难的决定。患者一切指
标都宣判着几无生机，不做手术很快
会死亡，开颅之后也可能井喷式出
血……班允超没有犹豫，挽救生命的
时机稍纵即逝，为什么不拼一下呢？！

“请救救我的父亲。”患者女儿哭
着说，“有你们援藏专家团队，我们愿
意冒这次险！”

班允超更坚决了：“当时我刚做完
一台手术，很累。可是，不能辜负藏族
同胞的信任，也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患者颅内正快速出血。医院新购
置的神经外科显微镜还没运到，只能
冒险凭肉眼探查止血，手术风险很大。
班允超深吸几口氧气，这是一场与死
神的赛跑……这是一例罕见的前颅窝
底硬脑膜动静脉瘘，手术做了 10 个小
时，班允超的手术帽已经湿透，前胸后
背全是冷汗。

“班医生曾在 16 天内做了 6 个通
宵 10 台手术。”朗觉说，“跟着他，我学到了医术，更学到了医
者的责任和担当，以及对生命的尊重。”

再多做一次，不抛弃不放弃

“大家别放弃，还有一丝希望！”急诊科援藏医生杨琳说。
其时，抢救已持续 1小时，肾上腺素使用 9支，心脏除颤

10 次，均已超出常规。能做的都做了，患者家属也心灰意冷
了。

这名患者是因突发胸痛前来就诊的。刚进抢救室就心跳骤
停，随后意识丧失，瞳孔散大。

一项项抢救治疗措施紧张有序地执行。患者偶尔出现一
两次心跳，很快就消失了。

杨琳说：“哪怕患者对抢救有一点点微弱回应，我们也有
责任再救一次。”

在第 11 次除颤后，奇迹发生了：病人恢复了自主心律！
病房里响起一阵惊叹。

“不放弃。”杨琳说，“医生必须对生命负责到底。”
“没想到，你们让他起死回生……”藏族患者家属捧上洁

白的哈达，“他这次生命是你们所赐！”

援藏的礼物，收获比付出更多

从急诊接诊、放射线检查、手术室手术到 ICU接续重症
治疗，每一次与死神的较量，都是援藏医疗队员和本地医生饱
含深情的生命接力。

2017 年 7 月，那曲市人民医院在辽宁省援藏医疗队帮助
下建起 ICU 科室。这个世界上海拔最高的 ICU，让许多重症
手术在藏北高原有了可能。

谈及援藏感受，ICU 科室主任李青栋说：“我的儿子和论
文，都是援藏的礼物。”

李青栋夫妻俩早想再添一个孩子。去年 11 月，他刚进藏
工作便得知妻子终于又有了身孕。

“老婆是高龄产妇，我该在她身边好好照顾。”李青栋
很愧疚，“ ICU 每天都在救命，我做不到‘不负使命不负
卿’啊。”

5 月的一天，李青栋接到电话——— 怀孕刚 30周的妻子情
况不稳定，医院建议剖宫产，否则母子都有危险。李青栋赶忙买
了那曲去往拉萨的火车票，准备到拉萨乘飞机回沈阳。

那 3 个多小时的车程，是他有生以来最漫长的旅途。就在
这趟火车上，手机传来断断续续的画面以及婴儿的啼哭声。

微信视频中，看到早产近 10周的儿子，李青栋热泪奔涌，
百感交集……

返家照顾妻儿期间，他还做了科研：“我儿子出生时患有脐
带囊肿，发病率在全球是二十万分之一。我记录了他的全部病
历，准备再发一篇论文。这也是援藏的收获。”

付出很多，但觉得收获更多。辽宁省医疗援藏领队、那曲
市人民医院院长马灵斐说：“我们要给生命最崇高的礼敬。每
当挽救了一个患者，那种满足、欣慰和职业成就感，拿什么都
换不来。” 新华社拉萨电

▲援藏医生与那曲本地医生在合作进行手术
（ 2017 年 11 月 24 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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