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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铸忠诚，热血保安宁。
27 日，第三期全国“公安楷模”发布活动在京举行，集中发布

张保国、马金涛、李树干、肖俊京、赵永前和羊拉派出所先进事迹。
作为公安民警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

明”总要求的典型代表，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际行动诠
释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忠诚担当，谱写了一曲新时代人民警察
正气歌。

临危不惧 以热血铸就警魂

2018 年 12 月 20 日 18时许，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涉黄赌
毒线索排查整治行动中，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花溪分局贵筑派
出所民警马金涛主动请缨参战，在实施抓捕中与犯罪嫌疑人展
开殊死搏斗，最终因伤势过重壮烈牺牲，用年轻生命铸就起一座
巍峨的丰碑。

生死抉择勇担当。
每当有急难险重任务，总是积极踊跃抢着干；每次抓捕嫌

犯，总是第一个冲上前，把战友挡在身后……从警 5 年来，马金
涛一直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一次次向着危险坚定前行。

影视作品中，千钧一发的拆弹排爆场面令人揪心。但山东省
济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排爆中队负责人张保国，却时常与这样
的险情相伴。

2004 年 7 月 9 日，“亚足赛”开幕前夕，济南一家大型超市
接到爆炸恐吓电话，犯罪分子声称下午 3 点之前不把 20 万元存
入指定的账户就要引爆炸弹。

生死就在一瞬间！身着重达 40 公斤排爆服的张保国，心里
不断默念着：“稳住，一定要稳住！数千群众的生命在我手中。”他
用左手拉开盛放爆炸可疑物的提包，小心翼翼地拆除了爆炸装
置。彻底消除危险后，精神高度紧张的他一下子瘫倒在地。

凭着过人胆识和精湛技术，长期从事排爆工作的张保国一
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成功处置涉爆现场 110 余次，排除爆炸
装置和可疑爆炸物 130 余个，鉴定、排除、销毁各类炮弹、炸弹等
4000 多发(枚)，以血肉之躯为党和人民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
铜墙铁壁。

坚守奉献 以奋斗诠释忠诚

“2006 年 4 月 7 日，阴。凌晨，队里接报一起抢劫杀人案，嫌
疑人随身带着刀，提醒大家注意。”

“2008 年 7 月 21 日，晴。今天 44岁了。一天都在开案件会
商会，晚上调查走访，到家都凌晨了。”

“2018 年 7 月 3 日，晴。上午请假，陪老爷子做手术。下午开
会，准备去贵州出差。不能守在病床前，希望老爷子能理解。”

……
翻开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副调研员肖

俊京厚厚的笔记本，一段段平凡而真实的记述，展现着一名公安
民警无惧无悔的坚守与奉献。

踏冰卧雪，敢拼能拼。从警 29 年，肖俊京是战友眼中的“拼
命三郎”。面对困难，他总是说，“这项任务交给我吧”“我身体扛
得住，还能干得动”。

2018 年 11 月 1 日，在连续执行 17 天抓捕任务后未作丝毫

休整的情况下，肖俊京主动请缨参与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
赴黑龙江省抓捕涉及特大经济犯罪案件嫌疑人，期间突发心
梗，经抢救无效，不幸牺牲，年仅 54岁。

越是重大时刻，越是改革关头，越需要忠诚担当的干部。
2013 年，内蒙古民警赵永前告别工作 22 年的兴安盟，前

往离家 1100 公里的锡林郭勒盟边防支队工作，从此开始两地
分居生活。次年，他的女儿被诊断患有恶性淋巴脉管肉瘤。

孩子只有一个父亲，支队也只有一名主官。自那时起，赵
永前右肩担起让重病女儿活下去的希望，左肩扛起确保 7 . 4
万平方公里边境辖区、1100 余公里边境线安全稳定的重托，
义无反顾、坚定前行。

“家里的事再大，与国家的事、改革的事相比都是小事。作
为一班之长，作为支队主官，组织有需要，我第一个留下。”

一个人的肩膀可以承受多少负重？赵永前用行动给出了
自己的答案。

赤诚为民 以大爱守护人间

每天清早，只要听见摩托车的声音，氾光湖的乡亲们就知
道，李树干上班了。

作为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公安局氾水派出所社区民警的
李树干，28 年来坚守“一个人的警务室”，将一座地理隔离的
“孤岛”变成了百姓安居乐业的和谐之岛、幸福之岛。

28 年如一日，他奔走于乡邻纠纷琐事之间，苦口婆心，化
解矛盾，做到“矛盾不激化，纠纷不出岛”。光是记载社区大事
小情的笔记本，就写了 80 多本，成为了一名广受群众信任的
社会综合治理“全科医生”。

“腿长一些、嘴勤一些、耳朵灵一些、眼睛尖一些、脑子反
应快一些”——— 这是李树干在工作中摸索出的“五个一”工作
法，更是基层民警竭诚为民的生动写照。

从华东到云岭，从湖荡到雪域，不变的是人民警察的为民
情怀。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羊拉乡，有一个“马背上的
派出所”。50 多年来，一代代羊拉公安民警像格桑花一样深深
扎根在这片雪域高原上，用真心真情架起警民连心桥，成为藏
区群众的“贴心人”。

深更半夜手持电筒漫山遍野帮群众找牛，在 80 米深的悬
崖峭壁上救援交通事故中的被困人员，从满载蔬菜的货车中
帮群众找手机和钱包，冒着雨雪到塌方路段为过往车辆清理
滚石……只要群众有需要，民警都会竭力去做。

如今，乡里的群众遇到事情不会拨打 110 报警电话，因为
他们早已熟练记住了民警的电话号码。

永恒的职责，不变的承诺。
截至目前，全国“公安楷模”发布活动已成功举办三期，成

为推出公安队伍重大先进典型的平台。从在处置各种急难险
重警情中屡立战功的“特警精英”张劼，到成功破获上千起重
特大疑难案件的刘忠义，再到独创“五步双网”工作法、有效破
解农村治安难题的陈晓磐……广大公安民警正以公安楷模为
榜样，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全力投入“践行新使命、忠诚保大
庆”实践活动，奋力开创新时代公安工作新局面。

(记者丁小溪)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不负党和人民重托
第三期全国“公安楷模”群像谱

搪 瓷 缸
新华社武汉 5 月 27 日电(记者谭元斌、张汨汨)张富清淡

泊名利，也珍惜荣誉。几十年里，一只国家慰问的搪瓷缸，被他
随身携带，视若珍宝。

这只搪瓷缸来头可不小。
1953 年，全军抽调优秀指战员抗美援朝，已是连职军官

的张富清主动请缨入朝作战。他和几十名战友从新疆出发马
不停蹄赶往北京。在北京整装待发之际，《朝鲜停战协定》签
署。他们随即被送往文化速成学校学习文化知识。

几个月后，董必武任总团长的“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
军代表团”赴各地部队开展慰问活动。当时，张富清正在江西
南昌防空部队文化速成学校学习。慰问团来到这里，作为上
级抽调的优秀军官，他和战友们一人获得一块纪念章，一个
搪瓷缸。

1955 年，张富清退役转业。他带着爱人孙玉兰一路向西，
来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凤县。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在他们简
单的行李中，就有这只搪瓷缸。

从来凤县城到三胡区、卯洞公社再到来凤县城，张富清工
作的地点一变再变，但是随身携带的物件里，始终有这只搪瓷
缸。

他是如此爱惜这只搪瓷缸。每到一个地方，他都把搪瓷

缸摆在触手可及之处。孙玉兰至今记得，有一次搪瓷缸被谁
不小心碰着摔到了地上，脾气温和的张富清当场就提醒：“你
注意点呢！”

时间久了，搪瓷缸被磨破，张富清拿牙膏皮补好后继续
用。补了又补，实在没法再用，他就拿来装牙膏。如今，搪瓷缸
被他小心收藏了起来。

“他说只有不要命的人才能得到这个缸子……”相濡以沫
数十年，孙玉兰十分理解丈夫的心情。

是的！对于张富清来说，这只搪瓷缸，不仅仅是喝水的杯
子，而是装着部队的回忆，装着军人的荣誉。

不论是端着喝水，还是闲暇之余看上一眼，这只搪瓷缸
都让张富清感受到，战友们仿佛还在身边。

这只打满补丁的搪瓷缸，一面印着天安门、和平鸽的
图案，一面印着“献给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
保卫和平”“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赠”等几行字。
多次修补，一些字已缺失，但每个字张富清都记得清清楚
楚。斑驳的颜色，见证了英雄离开战场，归于平凡的岁月。

“这是全国人民慰问的缸子，是全国人民对我的爱戴，我
要一直留着……”张富清说。

这只搪瓷缸，也是张富清一生艰苦朴素的最好体现。

张富清的英雄人生之三

培育高质量发展强劲“动力源”

（上接 1 版）在四大科研领域均有重大突破。其中信息领
域实现了刷新世界纪录的 18 个量子比特纠缠；在能源领域，
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大科学装置 EAST 成
功实现 1 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在健康领域，首次实现让
动物“肉眼可见红外线”的红外光感知和红外图像视觉技术；
在环境领域，成功研制搭载在高分 5 号卫星上的大气环境观
测三大核心载荷。

从科研的制高点到经济的动力源

今年 3 月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科创板第二批受理企
业名单，安徽科大国盾量子技术公司跻身 8家企业之一。

源自合肥国家科学中心的科研成果转化，一个新兴的量
子产业集群正在安徽形成。国盾量子、国仪量子、本源量
子……不断有新型科技产品从合肥市高新区走出。记者了解，
目前，合肥市高新区已培育出量子科技企业 5 家，关联企业
20 余家，从事量子领域的科研人员 600 多人，在国内名列前
茅。

在中科院(合肥)技术创新院，合肥中科智驰科技公司总
经理江如海介绍，他们技术团队积累了 10 余年的无人驾驶
技术，创新院为其提供将技术推向市场的平台和启动资金，
合肥高新集团提供天使轮投资，安徽省产业扶持政策也提供
了很大帮助。

“除了资金和场地支持，我们技术团队还获得了超过 70%
的股权激励。”江如海说，得益于合肥国家科学中心这片热土，

他们 1 年多时间就实现了从技术成果到量产盈利。
从科研的制高点到经济的动力源，这是合肥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发展的重要内涵。“大家对国家科学中心充满期待，
希望把有重大应用前景的成果转化成产业技术，带动经济发
展。”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匡光力说。

科创“领先一步”，带动经济“突破”

近年来，安徽的经济呈现结构更优、质量更高的态势，全
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 7 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2018 年，安徽
省 GDP 首次突破 3 万亿元。全省高新技术产值突破 1 万亿
元，成为经济总量上台阶的重要支撑。

记者了解，为保障合肥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安徽省、合肥
市已安排专项资金和预留土地，用于大科学装置集中区建
设，作为筹建的量子信息国家实验室拓展区、中科大高新园
区、合肥先进光源等项目建设用地。

今年以来，合肥国家科学中心加快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集群，大科学工程“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园
区已开工建设，启动建设未来网络试验基础设施合肥分中
心、高精度地基授时系统合肥一级核心站，推进大气环境立
体探测实验研究设施和强光磁综合实验装置预研等。

为进一步发挥国家科学中心的经济引领带动作用，安徽
将围绕智能家电、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
等产业，大力推进产业创新，解决一批产业领域重大“卡脖子”
问题，加快 24 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

新华社福州 5 月 27 日电(“新华视点”记者郑良、舒静)今年
来，以网络恋爱交友为名进行诈骗的案件在多地频发。“新华视
点”记者调查发现，诈骗团伙通过婚恋网站或网络社交平台寻找
目标，以恋爱名义交往，诱骗对方参与投资或赌博。一些受害者
被骗数十万元，有的欠下巨额债务。

被“高富帅”“白富美”下套投资、赌博，平均

损失数十万元

今年 4 月，武汉市民王女士通过探探 App 认识了一名自称
是某大型央企高管的男士。

“对方主动跟我聊天，慢慢熟悉起来。”王女士告诉记者，男方
每天嘘寒问暖，表现得热情体贴，给她留下很好的印象。网聊了
10 多天后，男方给她打了一次电话，更增加了她的信任。

聊天时，男方似乎不经意地提到这些年参与境外网站博彩，
知道这些网站有漏洞，收益不少，表示可以带王女士一起做。

“认识 20 天左右的时候，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投了几千元，
开始时赚了一些，而且可以很快取现。”王女士说，在男方怂恿
下，她不断加大投入，全部存款加上网络贷款共 12 万元，最后血
本无归。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今年以来，此类以交友为名诱骗受
害者参与博彩、投资的案件在多地频发。据深圳龙岗警方公布的
消息，今年前 4 个月，当地 47 名受害者遭遇此类诈骗，损失金额
近 1200 万元；福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
年来，此类犯罪发案 30 多起，涉案金额 800 多万元。

调查中，记者接触到全国各地近千名受害者，被骗总金额达
2 . 38 亿元，人均被骗 20 多万元。

多名受害者告诉记者，诈骗分子的手段大致相同，通过婚恋
网站或交友 App 软件获取受害者信息，装扮成“高富帅”“白富
美”，嘘寒问暖，频繁交流获取受害者信任后，以博彩网站有漏
洞、有投资内幕消息等为名，通过展示各种虚假投资收益数据
等，诱骗受害者参与网络博彩、投资等，并编造各种理由让受害
者加大投入，最终卷走其所有钱财。

犯罪分子境外设窝点，分工明确步步设套

记者采访多地公安办案民警了解到，当前多发的网络交友
诈骗背后，有架构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团伙。诈骗团伙多在东
南亚国家设立窝点，建立虚假的博彩、投资股票或贵金属等网
站，由专人维护操控。团伙内有专门负责进行诱骗的“情感组”，
以及负责赃款转移的“资金组”等。

“这些小组相互配合，精心设计，一步步诱骗受害者上
钩。”多地公安民警告诉记者。

福建泉州、漳州等地公安民警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
国内对电信网络诈骗整治力度不断加大，越来越多诈骗分
子将窝点转移到境外。

记者在赴境外诈骗问题多发的一些闽南乡村调查了解
到，赴境外从事诈骗的多是偏远山区的年轻人，普遍文化程
度不高，看到身边少数人因为诈骗一夜暴富，受到诱惑铤而
走险。

诈骗窝点有专人管理，这些年轻人一到境外，护照就被
收走，接受骗术培训。根据编好的“剧本”，学习各种话术，在
国内知名婚恋交友网站、App 注册会员，搜寻目标，展开感
情攻势，进而实施诈骗。

漳州市反诈骗中心主任陈捷忠告诉记者，诈骗团伙推
荐的所谓博彩、投资股票、基金等网站，实际上是诈骗分子
找专业团伙建立的，伪装成境外知名博彩、投资网站页面，
受害者能在网上搜索到这些知名网站信息，迷惑性很强。诈
骗分子在后台操控，受害者一旦投入资金，其账户本金及收
益就只是显示在平台上的一个数字，资金早已被诈骗分子
通过银行账户、第三方支付平台转走。

记者暗访发现婚恋类网站、App 实名

认证账号可买卖

记者采访了多名受害者，他们多是 30 多岁的单身青
年，渴望爱情，被骗子花言巧语迷惑，不少人被骗光了多年
积蓄，还欠下了巨额网络贷款债务。

不少受害者质疑：为何诈骗分子能精准掌握自己在婚
恋网站的信息？记者调查发现，虽然一些婚恋网站和 App
要求用户实名认证，但实名认证账号可随意买卖。记者通过
QQ 联系上一名卖家，表示要购买一家知名婚恋交友网站
实名认证账号。支付费用后，仅需告知自己对年龄及婚姻状
况的要求，对方随即发来相应账号及密码。登录后显示该账
号已实名认证，而且是会员身份。记者随意填写性别、身高、
学历、收入、头像等信息均获得通过，而该账号信用度高达
85 分。通过这个账号，可以查看别的会员的信息。

多地公安民警表示，网络交友诈骗猖獗，与一些社交平
台不认真履行实名认证义务有很大关系。这些平台靠收取
会员费获利，负有审核并实名认证会员身份信息义务，在目
前的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采用人脸识别等更为安全的认
证方式。

对于此类诈骗，多地警方持续加强打击。“目前已摧毁
多个窝点，抓获一批犯罪嫌疑人。”福建多地公安机关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诈骗套路并不复杂，年轻人在网络
交友时要提高警惕，多渠道核实对方身份，不要轻易被感情
冲昏了头脑，对方一旦提出参与网络博彩、投资等建议时，
要果断拉黑。

以恋爱名义诱骗投资赌博
多地频发网络交友诈骗案，受害者动辄被骗数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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