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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而行 ，
一个人的“三国漂流记”
4000 余公里 ！
阿尔泰山南麓土生土长的侯志立完成额尔齐斯河全线漂流
本报记者潘莹

未完待续

“知道我们国家有一条流向北冰洋的河流
”
侯志立问过很多人这个问题，正是怀揣对
吗？
母亲河 额尔齐斯河 的无比热爱，从 2014 年至
2018 年，
花费 4 年时间，分三段历程，这位从家
乡 额 尔 齐 斯 河 源 头 小 城 富 蕴 县 走出的执着男
人，做出了令人敬佩的壮举——
— 独自一人划皮
划艇，
完成额尔齐斯河全线漂流。

逐梦而行

▲侯志立河上漂流照 。受访者供图

接下来，他要面临漂流计划中“最艰难部
分”
——
— 在没有后援团情况下，漂流俄罗斯境内
2000 多公里距离，
漂过以“苦寒之地”
著称的西
西伯利亚平原。
2018 年 8 月 1 日，经过近一年筹资 , 赴俄
前期考察等准备工作后，从俄哈边境附近的俄
罗斯小城切尔拉克出发。侯志立 带着防熊喷雾
独自划着皮划艇，
历时 54 天，
一路
和防身小刀，
北上，漂过广袤的西西伯利亚平原，划过 2000
多公里，于 9 月下旬抵达额尔齐斯河与鄂毕河
交汇处所在的城市汉特曼西斯克。除靠近边境
地区漂流受限外，
侯志立 4 年来，漂过额尔齐斯
河里程超过 4000 公里。
至此，
“逐梦而行”
终于达成所愿。

那些人们
“你好，我叫侯志立，来自中国，我出生在额
尔齐斯河源头，
中国新疆富蕴县，
我从家乡一路
漂流来到这里，
不仅是为了拍摄沿河的风光，更
是为了记录我们一水相连的友谊，我计划会一
直顺河漂流到北冰洋，感谢上天让我们相遇！”
这段话用俄文写在一张过塑的卡片上，连同一
部国产翻译机，是侯志立跨境漂流期间与当地
人们交流的重要工具。
在俄哈两国总共 3500 多公里的漂流行程
中，有太多善良、友好的当地民众，向沿河而来
的中国漂流者伸出无私援助之手。
漂经哈萨克斯坦斋桑河畔时，他结识了一
位名叫阿列克桑的当地人，盛情邀请他去家里
做客 ，
给他展示自己网购的中国产“大疆”无人
机并赞不绝口，临别时还拍摄了一段侯志立在
河中漂流的航拍视频送给他，成为侯志立视若
珍宝的影像资料。
在俄罗斯漂流期间，一路上，不断遇到农
民、渔民以及钓鱼爱好者们，
很多人第一次见到
中国人，
得知他将漂向额尔齐斯河终点，
惊讶之
余，热情地和他握手、拥抱、合影留念，
并向他发
出美好祝愿。
绿油油的黄瓜 、
红灿灿的苹果 、
刚钓到的欢
奔乱跳的鱼儿 ，
他的船舱里经常装满人们赠送
给他的各类食材 。
由于此行携带的给养比漂流哈萨克斯坦境
内时多了一倍多，
船身很重。
起初一切显得比较
顺利，9 月进入秋明州境内后，阴雨天气渐多，
几乎每天都有小雨，北风劲吹，只能苦苦往前
划，不划就会被吹回去。
有一天，
在大风掀起的大浪冲击下，他的皮
划艇险些被掀翻，船里灌进好多水，想靠岸，试
只得硬着头
了几次，都被风浪旋转着没法靠近，
皮继续往前划，
所幸沿途发现了理想停靠点，
终
于摆脱惊险。
糟糕天气接连不断，
帐篷拉链损坏，携带的

太阳能板锈蚀，
充电功能受限，常常接连几天只
能在潮湿的河岸沙地上扎营，衣服鞋袜来不及
完全烘干，第二天又要继续行程，他的情绪一度
降到冰点，
犹豫着要不要继续。
侯志立说，最终能坚持下来，相当一部分动
力来源于当地人给他的帮助，每当他遇到困境 ，
总有人给他伸出援手 ，
让他振作起来。
侯志立特别感谢此次赴俄漂流期间，全程
帮助他与外界联络的王志军，一位旅居俄罗斯
十多年的华人，不仅为侯志立以较低的开销办
好各项手续，
还在有信号的情况下，每天与他保
持通话，关心他，
为他打气。
同时，当地紧急情况部工作人员每天都关
注他的行程，
并热心提供各类帮助。
漂流第 11 天，在博尔谢列切的码头，当地
紧急情况部门工作人员尼科莱·烈昂尼多维奇
见到他如遇故人，
拍肩、
握手、拥抱过后，拿出很
多食物送给他，有大米、面包、香肠、矿泉水、西
红柿、黄瓜、生菜、大葱，令侯志立十分感动。他
已有十天没有吃到新鲜蔬菜了。
进入西西伯利亚腹地，最低气温跌近 0 摄
氏度，
遇到不利漂流的恶劣天气时，当地紧急情
况部工作人员总会善意提醒，并询问他需要什
么帮助。
有一次，他接受了好意，打算上岸住进酒
店，避开恶劣天气，
当地紧急情况部派来一辆消
防车、
一辆四轮全地形车拖着一个拖车，5 个人，
来到码头七手八脚帮他将船装到平板拖车上，
运到酒店。
待天气好转，
再帮他把船运回河边。
侯志立对所有受到的帮助、结识的人们，用
满怀感激的笔触，一一记下他们的名字，分享令
他温暖的人和事，让读到的人，充分领略了来自
异国他乡的人间温暖和美好画面。
在鄂木斯克附近岸边，见到一家人正在野
营。他后来记录下了这段温馨画面：
“正吃着他
们刚烤好的鸡肉，娜塔莎奶奶忙着给我打包烤
肉，
还有水果、饼干、
罐头，
我说你们给我的东西
他们哈哈大笑。要离开时，
太多，我的船会沉的，
娜塔莎抓了一大把水果糖，
我说不要不要，她硬
把我的口袋撑开塞了进去……”
在到达终点后，他写道：
“两河交汇处，一片
荒芜间，正在搭着帐篷，遇见了尤珍一家，不但
为我递上一杯热茶，
暖了暖身，还送给我两个新
鲜的苹果。第二天恰是中秋节，我说这是最好的
礼物，在中国，
我们也叫它平安果。”
“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
正是怀着感恩的心，
在踏上俄罗斯漂流之前，
他还特意途经哈萨克斯
找到那些曾给予他帮助、
坦，
沿 2016 年漂流路线，
带给他温暖的人，送上自己设计的、体现中国文
化元素的文创礼品，
聊表谢意。
意外重逢让阿列克桑夫妇惊喜不已，他们
非常喜欢侯志立赠送的中国礼物，同时，阿列克
无人机。
桑告诉他，自己又新入手了一款“大疆”

他的手机号是群众的“110 ”
新华社记者施钱贵 、
汪军

进入冬季，
平均海拔 1600 米的贵州省黔西
南州晴隆县大厂镇，
山区公路时常大雾弥漫，
凝
冻天气下易发交通事故。接警、出警、现场勘
查……每年这个时候，
民警“老吴”
更忙了。
“老吴”
名叫吴海荣，今年 49 岁，不过他的
工龄已有 30 年。1988 年，吴海荣毕业后参加工
作；1992 年，晴隆县公安局紫马派出所成立，他
成为第一任民警；1999 年，他奉命调到大厂派
出所。这已是他扎根基层的第 27 个年头。

“群众把我的手机号当成 110 ”
在大厂派出所工作近 20 年，吴海荣成了群
众的“老熟人”
。吴海荣平时负责户籍管理工作，
他跑遍大厂镇所有的村村寨寨，或是做人口普
查，
或是办理案件、处理矛盾纠纷，
全镇 8200 多
户人家他都全部走访过。
“很多群众把我的手机当成 110 ，报警不打
所里的电话，而是直接打我手机。”
吴海荣说，他
大厂镇很多人都有他的
的手机号码用了 12 年，
手机号，平均每天要接二三十个电话。有时候，
村民在外地遇到事情也会给他打电话。

大厂镇嘎木村村支书谢忠高介绍，以前村
里没有警务助理时，
村里夫妻吵架、邻里矛盾纠
纷会找吴海荣调解。
“我们村很多人都跟他很
熟，信得过他。
”
谢忠高说。
2016 年，嘎木村张氏兄弟因为土地纠纷，
兄弟二人大打出手，后来经吴海荣调解确定权
属关系。吴海荣怕他们将来反悔，
于是让他们签
订和解协议。果然，后来村里搞建设征地，此前
有争议的土地被征用，张氏兄弟再次因征地款
“我过来后，让他们把协议书
闹矛盾。吴海荣说：
拿出来，理亏的一方就说不出话来了。”
吴海荣先后
在大厂派出所工作 19 年以来，
由于工作出色，
组织曾考虑将
和 8 任所长共事。
他调到局机关，
但他习惯于基层工作，
最终也就
未能成行。
“和群众打交道惯了，他们总觉得找
我办事方便。
”
吴海荣谦虚地说。

为了工作把“家”安在派出所
在大厂派出所的办公楼里，
除了办公室，
还
有不少单间宿舍，其中一间就是吴海荣的“家”
，
他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派出所里。
起初，
他住在派出所是因为工作需要，
那时
候交通条件差，
往返很费时间。
吴海荣介绍，
大厂

镇自然条件比较恶劣，
过去很多村寨不通公路，
民警办案只能步行。
大厂镇最远的村离派出所有
26 公里，
走路要 4 个小时，
办一件事至少花两天
时间。
虽然吴海荣的老家距离大厂镇只有 20 多
公里，
但他也很少回去。
后来交通条件改善了，吴海荣却习惯以
“所”
为家，因为这样方便群众办事。今年初，大
厂镇有一个外出浙江打工的青年丢了身份证，
匆匆忙忙回来补办。赶到派出所时已经是晚上
9 点多，
因为第二天一大早又要坐车返回浙江，
于是吴海荣加班给他办完。
吴海荣常说，要让老百姓来办事时高高兴
兴地来，高高兴兴地回去。
不管是办身份证还是
上户口，只要符合条件，他都会尽快办理。
“将心
比心，
有的老百姓走几个小时的路来办事，如果
办不了心里肯定不舒服。
”
他说。
谈起吴海荣，身边的同事和群众评价都很
高。
“‘老吴’
是老前辈，也是公认的老实人，说他
老实，是说他不争名利，
几十年如一日扑在基层
一线。”
大厂派出所教导员蔡立说。

伤疤里藏着的往事
基层工作几十年，吴海荣经手过许多案件，

他曾远赴浙江打拐，多次抓捕犯罪嫌疑人，
处理
过各种各样的案件和矛盾纠纷。吴海荣黝黑的
皮肤和脸上的伤疤，是工作留给他的“纪念”
。
由于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作，吴海荣皮
肤黝黑，看起来比同龄人苍老许多。还不到 50
岁的他，看起来像快 60 岁的人。当记者问及他
脸颊上一条长长的伤疤时，不善言辞的吴海荣
滔滔不绝地讲起了由来。
一次，
吴海荣与 3 名民警驾驶警车抓捕一名
盗窃黄金的不法分子，
当时对方正混在一个赌场
里。见警察进来，人群四处逃散，场面非常混乱。
突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吴海荣脸颊擦过，留
下一道深深的划痕，
顿时血流如注。
那时，
他一心
想着抓人，
顾不上自己的伤。
记者和吴海荣到嘎木村走访，80 多岁的易
大鹏倚在门边，一直微笑着看“老吴”
。原来，易
大鹏耳朵不大好，他的老伴是聋哑人。有一回，
易大鹏的老伴走失，多方打听知道其下落后，吴
海荣带队跑了一个星期，把她找了回来，易大鹏
很是感激。
“老吴”
扎根基层数十载，把群众的事当自
己的事。晴隆县公安局政委张淼认为，吴海荣是
做群众工作的“土专家”
，是全县公安干警的榜
样。
新华社贵阳电

几乎毫无征兆，盘问
过程中，嫌疑人突然就掏
出了一把藏匿腰间的尖
刀，刺进了他的心脏……
1 个多月前，江苏省如皋
市公安局白蒲中心派出所
3 2 岁的辅警沈银亮因公
殉职。
这名普通的辅警平日
恪尽职守的敬业精神，面
对危险时的英勇行为，打
动了许多人。

冲锋在前的
“好辅警”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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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辅警 10 年，沈银亮
第一次受到媒体关注，是
在今年 6 月底。
当时，一名小女孩投
水轻生，被路人发现。沈银
亮和搭档闻声赶来，连衣
服都没来得及脱，就跳进
两米深的河里，硬是将女
孩拉上了岸。围观者用手
机将救人瞬间拍下，发到
朋友圈，沈银亮和搭档由
岁
此成了如皋当地“网红”
，
多家媒体赶来采访。
辅
其实，沈银亮水性并
警
不好，但他还是毫不犹豫
沈
地跳进了河里。同事回忆，
银
无论是抓捕犯罪嫌疑人，
还是救人救火，沈银亮总
亮
是冲锋在前。
2017 年 2 月的一天，
沈银亮和同事追击一名携
带毒品准备交易的毒贩。
被拦截后，这一亡命之徒
竟加大油门，驾驶摩托车径直朝沈银亮的摩托车撞
去。
沈银亮连人带车当场跌倒。可就是在这一瞬间，
他不顾性命抓住毒贩衣领，硬生生把对方拽倒在地。
毒贩最终没能逃脱，可沈银亮的手肘、膝盖等关节部
位也多处受伤。
沈银亮还是白蒲镇专职消防队队长。只要有火
警，他总是冲锋在前。
2017 年 7 月的一天，
白蒲镇一商场发生火灾。
沈银亮本不当班，可他还是立即赶了过去。1 个多小
时后，前来送衣服的妻子李娟看到沈银亮浑身湿透，
脸被火烤得通红，刚买的手机也坏了，低声埋怨他，
又不是你值班，为什么非要赶过来。沈银亮回答：
“我
是队长，有危险，当然我先上。”
2017 年 10 月的一天，
白蒲镇一宿舍发生煤气
罐爆燃火警，罐口火舌不断喷出。又是沈银亮只身冲
进宿舍，关闭气阀，冒着危险将发烫的煤气罐拎到河
边冷却。
白蒲中心派出所所长朱敏建说：
“做辅警 10 年，
沈银亮 7 次获评公安机关先进个人，两次因见义勇
为受表彰，协助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300 多
人。”

32

逐梦而行，是侯志立微信号的个性签名。
一
张拍摄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照片，是他的微信
封面图片。
上面几名少年，
坐在用废旧轮胎扎成
的简易筏子上，
手划长杆，
漂在宽阔的河面上。
侯志立说，那个年代，黄漂、长漂英雄们漂
流黄河、长江的壮举，传到家乡富蕴县城，在额
尔齐斯河畔长大的孩子们心中激起强烈共鸣，
也深深震撼了还在上小学的他。1992 年时，有
几个高中生暑假做了一件很冲动的事情，他们
背着大人，搭乘简易筏子在额尔齐斯河上漂了
上百公里。他当时虽然只跟随着漂了五六公里，
却“夸下海口”
说，将来有一天要从这里漂到北
冰洋去。
额尔齐斯河 发源于我国新疆的阿尔泰山南
麓，自东南向西北奔流出境，流经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
在俄罗斯秋明州境内 与鄂毕河汇合，最
终注入北冰洋，从河源到河口 全长 4248 公里 ，
是我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国际河流。
当地人都明白，漂流完整条额尔齐斯河，闻
所未闻，更谈何容易。对他的“大话”
，别人也许
当一个笑话。
不过在侯志立心中，
却就此埋下梦
想的种子。
转眼 20 多年过去，离开家乡，到外地求学、
工作、成家立业，和许多同龄人的人生轨迹一
样，侯志立在繁华的都市里过起了忙忙碌碌的
白领生活。
从事平面设计工作，虽没有带来大富大贵，
却也收入丰厚。本该“小富即安”
，然而，有一个
念头总时不时提醒他该做些什么。
“2012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我认为的‘
中国梦’
，既有国
家民族的宏大目标，也囊括了每一个炎黄子孙
的人生梦想。这个时代为我们每个人打开了筑
梦空间。也在那年，我决定要完成少年时的愿
“趁
望。”
彼时，侯志立已近不惑之年，但他决定，
激情尚在，趁老少安康，一个人一叶舟，漂向北
冰洋”
。
之后，他放下平面设计师工作，停办公司，
全身心投入漂流训练和准备工作中。经过长期
训练和准备阶段后，2014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19 日，他独自一人划动皮划艇，从额尔齐斯河
源头附近的可可托海出发，
经过富蕴县、布尔津
县、哈巴河县境内，
最后抵达额尔齐斯河即将出
境的北湾，历经 520 余公里 ，
完成漂流额尔齐斯
河国内段行程。
国内行程短，地形相对熟悉，完成漂流并不
困难。
接下来要面临的哈萨克斯坦境内行程，对
从没出过国的侯志立而言，
挑战难度骤增。
侯志立买来相关书籍，
查阅大量资料，
认真
做笔记，
制定行程安排。
额尔齐斯河一般 11 月封
冻，翌年 4 月中旬开河，5 月至 6 月间易发生洪
水，
漂流“黄金期”
只有 7 月到 9 月短短几个月。
2015 年夏季来临时，
因境外准予漂流及出
境签证等相关手续难办，他赴哈萨克斯坦的漂
流计划被迫“搁浅”
。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深入落实，我国
与沿线国家旅游合作交流日益密切，很多国家
为中国游客推进包括签证政策在内的一系列便
为跨境旅游带来契机，也给侯志立的
利化措施，
漂流计划带来转机。
2016 年 8 月，
侯志立赴哈漂流行程得以启
动。他从哈国边境小镇博兰镇出发，漂过斋桑
湖，一路沿河道划经厄斯克门、塞米伊等城市，
最终抵达额尔齐斯河在哈国流经的最后一个州
巴甫洛达尔州的边境小镇热列津卡，历时 33
天，漂流行程 1500 多公里，完成额尔齐斯河哈
国段行程。

“正午阳光/让人有些眩晕/一桨一桨向前/
遇钓鱼人 / 询问去哪里 / 我指了指前方说 / 到汉
特曼西斯克 / 他们发出惊叹 / 又摇了摇头 / 伸出
大拇指”
……
从 2018 年 8 月 1 日起，侯志立在有信号的
情况下，坚持每天发出图文日志，记述沿途所
见。他的朋友们像“追剧”一样 ，
也在每天刷看他
的行程 。
在侯志立的笔下，遇见的那些友善的人们
都有名字、有温度。记者问：如何记得下那么多
名字？他回答：
“用笨办法，跟人握过手、打完招
呼，我就赶紧记录到手机上。”
从他的文字里，人们不仅读到“诗与远方”
，
更感受到强烈的精神鼓舞和乐观心态。
“一路西南风 / 偶有狂烈阵雨 / 夹着西伯利
亚的寒冷 / 奋力而行 / 太阳西落时 / 才见一束光
……
亮/照耀着/像是上天的恩赐”
“船头拍摄吸盘掉了 / 因为天冷 / 就连它也
罢工了/一场秋雨一场寒/渲染着河岸两边的秋
色/这里的冷将会南下/天寒地冻/不要、不要忘
穿秋裤”
……
人如其文，侯志立感情细腻，体现在漂流
中，则是处处提醒自己：要更加谨慎，也许一个
不小心就会将自己置身危险之境，甚至会危及
生命安全。出发前，他做好详细的行程规划，计
划好每天漂流时长及沿途补给点，制定拍摄、安
全、突发应急等计划。漂流期间，只要条件容许，
为了安全，他通常选择在河中岛上宿营，还要防
备夜里会有野生动物来造访。
有一天，宿营地旁边是茂密的森林，夜里他
听见放在帐篷外的锅发出声响，第二天发现，一
口小炒锅不知被什么动物拖拽出二三十米外。
幸运的是，他最终平安到达额尔齐斯河尽
头。
漂流归来的侯志立在当地引起不小的反响。
10 月的一天，
乌鲁木齐左边右边书店举办
了一场侯志立漂流额尔齐斯河分享会，有不少
市民带着孩子来到现场聆听他的漂流经历。
左边右边书店品牌总监王忠说，侯志立的
壮举非常令人震惊、敬仰，也给我们每个人带来
启迪，激励我们应该用心用情去做好一件事。
“外国人
分享会互动环节中，有 小朋友问：
”
怎么看我们的国家？
戴着深色边框眼镜，一身棒球帽配 T 恤、
牛仔裤装扮的侯志立，认真思索片刻后说，很多
人都和他聊到中国了不起的基础设施建设，以
认为中国是很先进的国家，
及发达的网络购物，
很多人都想来中国。
在汉特曼西斯克时，刚上岸，迎面走来一位
年轻的俄罗斯人，用中文跟他打招呼。这位叫安
迪斯的年轻人曾在大连留学，听说一个中国人
并说他喜欢大
顺河来到他的家乡 ，
专程来看看 ，
连、喜欢中国，还要到中国继续学习。
分享会上，他透露，
“明年还将继续 ，
前往完
成从额尔齐斯河与鄂毕河交汇处流向北冰洋的
就是说，还有 1200 公里在等着我，去完成
河段，
漂向北冰洋的终极梦想。”
侯志立说，
“额尔齐斯河三国漂流之行，让
我真切地看到、感受到一水相连的情谊，这份情
谊存在于国与国，更是人与人之间。这不但是一
条跨越三国的河流，更是一条连接三国的友谊
之路、文化交流之路。”
为此，侯志立打算在额尔齐斯河源头富蕴
县建设额尔齐斯河纪念馆。他的想法得到了当
地政府的支持。
富蕴县文体局局长陈晓霞告诉记者，富蕴
县人民政府已与侯志立签约，将从政策及基础
设施建设等方面支持建设额河小镇暨额尔齐斯
河纪念馆项目，通过侯志立的漂流壮举所记录
下来的珍贵影像资料，集中展现额尔齐斯河至
北冰洋流域中、哈、俄三国沿途城市的历史人
文、地域文化及自然风光，作为共饮一江水的三
国人民友好见证。
筹建纪念馆，为明年漂向北冰洋继续筹资、
做准备，
侯志立的漂流之路“未完待续”
。
他说，
期
望额尔齐斯河纪念馆建成后，
有更多的人通过这
个馆，
能了解这条河，
认知这条河，
爱护这条河。

新华社记者朱国亮

为
民
大
英
雄

热忱为民的“好乡邻”
“他就像是我孩子一样。
”
说起沈银亮，51 岁的白
蒲镇林梓居委会居民陈兰几度哽咽。
在她眼里，
沈银亮
是一名乐于助人的“好乡邻”
。
陈兰告诉记者，3 年前，她的丈夫杨国平患上肺
炎，需定期上医院检查、开药。因儿子长期在外工作，
只好由她骑着电瓶车带丈夫去检查，一来一回要两
个多小时。
沈银亮见此，说骑电瓶车不安全，会让在外工作
的孩子担心，主动提出由他定期开车送杨国平去医
院检查。这一送，就是 3 年，直到杨国平去世。
“这孩子真是个大好人。”
沈银亮殉职，让林梓居
委会居民沈安祥多次落泪。这两年，沈安祥患上痛
风，腿脚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沈银亮就主动帮着
收割庄稼。
“有时能忙到凌晨两三点，我都不知道该怎样谢
他。”
沈安祥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壮实的沈银亮，
竟会这样离去。
“这孩子不是帮了哪一家，而是帮了百家忙。”
陈
兰等一再感叹。
沈银亮是家中独子，父亲在他 20 岁时就去世
了。他这一走，家里就只剩下老母亲、妻子和两个年
幼的儿子。这令邻里乡亲感慨不已，这段时间，常主
动去看望他们一家。

恪尽职守的“好同事”
做辅警，收入不高，沈银亮从来没有抱怨过待遇
问题。在他看来，辅警和警察一样，都是为民服务，维
护平安正义。
“这孩子，人踏实，很精神！”
回忆沈银亮的点点
滴滴，白蒲中心派出所辅警队队长张荣盛说，
“所里
他是所里加班最多的人。”
有事都喜欢叫上他，
2008 年，沈银亮参加白蒲中心派出所辅警招
录，张荣盛一眼就喜欢上这个憨厚的小伙子。起初，
沈银亮跟他做交通协管员。因能吃苦，做事认真，不
久就被调到消防队，成为骨干力量，后来还当上消防
队队长。
张荣盛记得，这些年来，所里的消防车、警车，几
乎一直是由沈银亮保养和清理。每次出差办案，他总
是主动照顾年纪大的同事。
今年 4 月，张荣盛和沈银亮一起到河南办案，沈
银亮全程参与了抓捕。回来路上，已连轴工作 30 多
个小时的沈银亮本该休息，可他却主动替换张荣盛，
让其休息。
今年 1 月，沈银亮申请入党。10 月 19 日，作为
入党积极分子，沈银亮第一次列席党小组会议。
就是在这一天，他随同民警一起处置一起砸车
警 情 ，嫌 疑 人 突 然 掏 出 一 把尖 刀，刺 中 了 他 的 心
脏……
结婚 8 年，在李娟的印象中，只有两年除夕是沈
银亮和她一起度过。谁也没料到，这次处警，他却未
能平安归来。
在白蒲镇采访时，记者深切感到，在同事、乡邻
眼里，沈银亮就是大英雄。
新华社南京 11 月 25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