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 1 版）在 2018年的一次扑火任务中，于
海俊为不影响队伍士气，拖着因被水桶砸伤肿得
无法脱鞋的脚，硬生生连续在山上奋战了 6 天 6
夜。

“作为指挥员，他不一定要在一线冲锋陷阵，
但多年来他已习惯这种工作方式，必须沿火场亲
自检查一遍才放心。”郑晓强至今无法相信，那个
和自己并肩作战的队友怎么就没了呢？

与于海俊生命一同定格的，还有一本厚厚的
《林火扑救记事》，他在扉页上写着“本记录本，经
过烟熏、火燎、油渍、尘埋、汗浸、水淹、雨浇等多道
工序，得以保存，实属幸事……”最终，在经历了十
数次火海考验后，人和本不幸永别了。

“我的追求是青山常绿”

于海俊是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人，1987年
7 月在内蒙古林学院毕业后来到牙克石林业规划
院工作。

他在林海深处埋头一干就是 32年，为了青山
常绿的梦想，他不怕吃苦、甘于寂寞，争当林业重
大工程建设项目的铺路人。他负责并参与完成林
业工程规划设计、森林资源调查规划设计、生态环
境工程设计和测绘项目 100 余项，8个项目获评
全国和省部级优秀科技成果奖。他还被聘为全国
森林工程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先后参与编制
了 4项国家林业行业标准。

在规划院工作期间，每到春夏两季，于海俊和
同事们深入各个林业局生态功能区内，背着帐篷、
给养和工具，爬高山、穿密林、趟河道、走沼泽，不
辞辛苦地测绘、设计。在滴水成冰的寒冬季节里，
他还带领森林外业调查大队深入北部原始林区进
行林区防火工程基础设施的勘察、设计。老同事、
牙克石林业规划院副院长策日格回忆说，2003年
和 2004年的 10 月份，于海俊带领队伍在原始林

区喝刨冰水，吃冻白菜和土豆，坚持工作了 40 天，
交出了一份高质量调研报告。

为心爱的事业玩命干，妻子刘文庆最清楚。
“我家与规划院就二三百米的距离，他总是为了工
作废寝忘食。在承担编制国家一期‘天保’工程实施
方案时，他连续加班一周没回家，我只能把换洗衣
物和洗漱用品给他送到办公室。”

2011年，组织提出让他调到林区一线工作。
彼时，他已是牙克石规划设计院任职 4年的副处
级干部。对于组织提出的平调，他欣然接受了安
排。根河林业局组织部部长刘顺起还提醒他：“你
不是党委常委，但考虑你的专业，你可能会是责任
最重的一名副局长。”

“担子重不要紧，我更看重自己到底能做点什
么，眼下天然林保护工程等重大安排都得在林区
落地，那才是我的用武之地啊！”于海俊诚恳地望
着刘顺起。来到根河，他们成了邻居，于海俊的钥
匙经常放在刘顺起家里。回想起一起走过的岁月，
刘顺起为失去亲密战友几度哽咽流泪。

在根河林业局森林经营处主任陈学东眼里，
于海俊是钻研业务、实事求是的“业务尖子”。有一
次，他们一起上山补植补造时，于海俊发现不少岩
裸地带不适合种树，即使按照调查设计规划的面
积种上也成活不了，便决定把种苗换到容易成活
的地带栽种，这样既保证了种植数量，也确保了成
活率。

于海俊的办公桌上摆着厚厚的各类文件材
料，《全国湿地资源调查与监测技术规程》《中华人
民共和国种子法》等法律法规，他都像宝贝一样收

藏着。而新的森林法、生态管理办法等内容，他不
仅在笔记上做记录，还认真做剪报。

重点国有林区全面停伐后，于海俊推动根河
市建立了以林业局、林场森林资源管理部门为责
任主体，生态保护建设监测中心和森林资源监督
机构为两翼的森林资源监管新格局，湿地保护率、
森林抚育面积都显著提高和增加。

“一个人活在世上应该有所追求，我的追求是
让青山常绿。”这段记录在笔记本上的话，诠释了
于海俊的初心。根河市年平均气温-5 . 3℃，历史
最低温度达-58℃，被誉为“中国冷极”，生活条件
十分艰苦。于海俊硬是胸怀着滚烫的赤诚，用心、
用情、用执着坚守和不懈努力换来了一个个具体
举措落实，一项项突出成果问世。

“没个官样的副局长”

很多干部说，看过于海俊着急，却没见过他急
眼。他从来不吆五喝六、为难大家。令资源林政管
理科科长吴建国敬佩的是，这个副局长原则性很
强。林业局的辅助生产设施管护站以及防火瞭望
台，建设手续没批下来，他顶住压力不搞未批先
建，尽管因为开工进度慢被点名批评，但他还是一
面想办法推进审批速度，一面做科长们的工作，让
大家遵纪守法。

没有“官架子”但有奋斗情怀，是很多干部职
工对于海俊的一致评价。

在他牺牲后，各级组织在调查中发现，他虽多
次承担国家林业局和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

重大项目，但没有一例违反党风廉政规定的举
报和负面反映，从没有在项目建设中为亲朋好
友打招呼，更没有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

走进于海俊的办公室，一个扶手已磨出大
洞的办公椅格外显眼，墙角的洗脸盆也已多处
掉漆……机关事务科行政管理员王颖昌说：“我
提出要给他换个座椅，他非要我找个修鞋的师
傅来修。老师傅来了一瞅，说根本就修不上，换
个得了。于局长却说，这不还能坐嘛。”

他每次回牙克石开会，便住在家里，财务人
员提醒他说在家住宿不能领取出差补助。他却
说：“为了一点补助就住在宾馆里，或者找地方
开个票，那不是祸害林业局吗？”

于海俊殉职后，从农村来的弟弟于海瑞，第
一次走进哥哥的宿舍，发现衣柜里的几件汗衫，
衣领都磨得起毛了；冰箱里除了方便面就是馒
头；60 多平方米的家中，装修摆设还是上世纪
80年代的风格，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看到了哥哥“还不如农村”的生活，于海瑞
心疼地放声大哭：“我们都以为他当了局长，生
活肯定很好，没想到是这样啊！”

于海瑞说，哥哥从来不做违背原则的事儿，
他和晚辈们在一起说得最多的就是“好好干，靠
自己走出来的路最踏实。”

“知夫莫若妻”。妻子刘文庆从来没有觉得
60 多平方米的房子小，这个家里装着他们 3口
人最简单平静的日子，装满了夫妻俩相濡以沫
的所有记忆。

于海俊是家中的老大，是一大家子的顶梁

柱。母亲生病期间，他们两口子每两个月凑
5000 元钱给家里汇回去。后来老父亲病重，有
一天老父亲给他打电话说不治了，等百年后，好
好办个后事吧。“然后他哭啊，海俊很少在我的
面前表现这种状态，那种无力和无奈，现在我想
起来都揪心。”

她的眼里，深藏着对丈夫的爱恋。她拿出了
两人往来牙克石和根河的 51 张火车票。“这俩
地方只有一趟绿皮火车，一坐就得 6个多小时。
偶尔他挤出个周末回来看我，多数时候是我赶
着节假日去看他。只要他有时间，他都会在出站
口下边的电线杆子那儿等着我。”

今年的端午节，刘文庆又兴致勃勃地坐上
了绿皮车。“那天，他骑着自行车驮着我，到火车
站去给我买票，我开玩笑说咱俩是马路上的风
景线啊。”

“他说忙，我从来不多问，我知道他有正事
做。我不指望他赚大钱过奢侈日子，俩人在一起
就是最快乐的。”滑雪是他们共同的爱好，可是
最近这些年他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消遣。“老
于答应我，等退休了一定要补偿我。”刘文庆说。

“我们约好退休后出去走一走，就从我还没
去过的呼和浩特、包头走起。他还让我在网上搜
索全国各地的名小吃，答应带我去尝尝。攻略我
都做好了，老于却失约了！”说到这，刘文庆泣不
成声。

“亲爱的姑娘，向我招手笑，喝一杯奶茶，情
意深。”他唱得慷慨激昂，她听得如痴如醉。

这首《骏马奔驰保边疆》，是于海俊 1991年
在家唱歌时，刘文庆用磁带给录下来的。过去，
他一出长差，刘文庆便把老磁带放在枕边听。现
在，每个难眠的夜晚，她就循环播放着这首“情
歌”。当旋律响起来时，她仿佛看到了心中的骏
马，依然在林间奔驰。

新华社呼和浩特 7 月 29 日电

用 生 命 守 护 那 片 绿 色

新华社哈尔滨 7 月 28 日电(刘新、张汨
汨、李海林)武警黑龙江总队某支队特战大队
大队长李玉峰，个子不高，块头也不大。特战
大队集合，站在排头的他，比身后的队员几乎
矮了一头。

然而，他有一双让人很难忽视的眼睛。
黑白分明，目光凌厉，抓训练、出任务，

这双眼睛能时时射出两道锐利的寒光来。
也许，这就叫“杀气”，是在枪与血中淬

炼出的杀气。
这股杀气，让战友佩服信服，让犯罪分子闻

风丧胆。那年，李玉峰率部赴西部驻训。某日巡
逻中，忽然接到警情：市区发生暴力事件！

巡逻车掉转车头，一路逆行，仅 40 秒就
到达现场。

平日里熙熙攘攘的街道充斥着哭喊声、呼
救声，群众四散奔逃，多辆汽车被点燃，液化
气罐滚了一地。

李玉峰带队跳下车，两人一组，全速突
进。对方的燃烧瓶、斧头、砖块如雨点般砸
来，他们只拿盾牌硬扛。“不能开枪，距离太
远，又有浓烟，会误伤群众。”

他们随后突进至街心，迅速控制了局面。
突然，远处一名本已倒地的暴徒猛地支起身
子，举起手里的燃烧瓶就要往一堆呲呲作响的
液化气罐上扔。

李玉峰余光瞟到，手起枪响，暴徒应声倒
地。

在这次事件中，官兵行动果决，处置利
落，迅速平息了事态。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橄榄绿的身影。作
为特战队员，他们要做尖刀的刀尖。

从李玉峰第一次执行任务起，这就是他坚
守的信念。

2006年，支队配合黑龙江省公安厅专案
组抓捕“陆氏四兄弟”特大涉黑团伙。李玉峰
的任务是抓捕团伙中的头号犯罪嫌疑人，这是

他第一次经历实战。
夜色中，李玉峰和战友们潜至犯罪嫌疑人

所在的小楼。排长踹开门，李玉峰第一个冲进
屋里。

红了眼的犯罪嫌疑人举刀扑来，李玉峰一
挡一抓一折，把犯罪嫌疑人死死摁在地上，随
即反拷、搜身，整个过程几秒钟。

回来的路上，带队领导点名表扬李玉峰：
动作干脆，教科书式的抓捕。

这套擒敌动作，李玉峰已练了不知多少
遍。

李玉峰是特战大队中为数不多的“半路入
列”队员，从普通中队到特勤中队，再到特战
大队，走到今天，所有成绩的背后，都是艰辛
的努力。

别人徒手跑 5 公里，他就穿着沙背心负重
跑；别人狙击打头靶，他就打鸡蛋、乒乓球。
为了提高据枪的稳定性，他狙击训练坚持不带
护肘，肘部破了又好，好了又破，新伤盖旧
疤，留下一层厚厚的硬茧。

负重长途奔袭，考验的是体能，更是意
志。李玉峰背着 30 公斤的背囊，爬山冲坡、

攀登索降。走得腿频繁抽筋，就用拳头敲、
揉，缓过来继续走。脚上水泡连着水泡，晚
上把泡挑破，早起出发，疼得钻心。

“那就咬牙跺着脚走，要疼就狠狠地
疼，走起来就好了。” 7 天的“魔鬼”训
练，最累的时候，整个人仿佛陷入半昏迷状
态，李玉峰只有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坚
持！

坚持到底，突破的是极限，更是自我。
抵达的一刻，李玉峰收获的是强者的快感。

“训练是真苦，但我是真喜欢。”李玉
峰平时不善言辞，但说起训练、枪械、装
备，他会滔滔不绝。队里 6 大类 4000 多件装
备的性能参数他烂熟于心。他的手机里存储
着上百个从互联网上收集的国内外反恐战例
视频和文字资料。网上能找到的搏击视频，
他几乎都看过、研究过。

他爱琢磨。从当战士起，他就改造过中
队的器材库门，发明了狙击步枪可伸缩脚
架，改造背负式软管窥镜……平时出门，他
的一大“爱好”就是观察当地人流动向、出
口通道布局，默默在心里设置“突发情况处
置预案”。

“面对恐怖主义日益严峻的挑战，魔高
一尺，我们必须道高一丈。”新时代任务需
求的多元与拓展，对特战队员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在改革强军的大背景下，武警部队特战
力量能力建设也正经历着一场革命性的转型
与重塑。特勤中队扩编为特战大队，随之而
来的，是理念和思维的变革。

作为这支反恐特战精英部队的领军人，
李玉峰不断创新训练方案，从体能、技能、
心理上全方位选拔淬炼人才。如今，他已带
出 50 多名特战尖子， 37 人立功受奖。

一支新时代的反恐作战尖刀部队，正在
他的带领下，向着胜利不断前进。

赤胆忠心的反恐尖兵

▲李玉峰（前）组织官兵进行山林地捕歼战斗演练（2018 年 7 月 5 日摄）。新华社发（郝宽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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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 月 29 日电
(记者魏梦佳)中国工程院院
士、国家“973 计划”首席科学
家、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
院院长、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
长…… 63 岁的高文，拥有一长
串闪光的头衔。

上世纪 70年代，在大连一
座海岛上当知青的他，选择到技
校去当学徒，接触到晶体管电
路。23岁时，考入哈尔滨科技大
学攻读计算机专业。在日本获博
士学位后，放弃日本公司的优厚待
遇，返回哈尔滨工业大学投身计算
机教育及研究。上世纪 90年代，因
参与国家“863计划”专家组，进入
中科院，一直从事计算机视觉、模
式识别与图像处理等研究工作。

17年来，他付出最大努力
的，是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
标准(简称 AVS)。研究的初
衷，是帮助我国企业摆脱国外
技术的垄断。

上世纪 90年代末到 2000
年初，我国生产一台 DVD机，成
本约 20美元。因为没有自己掌控
的标准，DVD机采用的是国外标
准，因此每台机器的专利费需向
国外缴纳约 18美元。高昂的专利
费让国内 DVD机生产厂商几乎
没有利润，这让企业苦不堪言。

2002 年 6 月，我国成立
AVS工作组，集合全国数十家单
位集体攻关，由高文担任组长。
“当时做这个标准就是为了解决
我国数字电视企业‘卡脖子’的难
题，让相关行业发展不再受制于
人。”高文回忆。

此后 10 多年，高文带领团
队坚持不懈，攻坚克难，具备我国
自主知识产权的AVS应运而生。

回忆自主创新的过程，高
文坦言“很磨人”。

不仅要做技术、做标准，还
要做产品。这样的艰辛“磨难”，
让很多技术人员最终放弃
AVS，转而选择其他的研究。
但高文与核心团队成员仍苦苦
坚持，最终等到了“开花结果”。

2006 年，AVS 被颁布为
国家标准，2009年被国际电信
联盟(ITU)批准为 IPTV(交互
式网络电视)采用的三大视频编码格式标准之一。之
后，在我国销售的所有数字电视机都内置 AVS功能，
AVS成为我国数字电视支持的唯一视频编码标准。
作为自主创新的一面旗帜，AVS最直接的效益

是为我国节省了巨额的专利费，包含所有相关专利
的 AVS专利池只对每台设备收取 1 元人民币的专
利费，且不再向运营商和最终用户收费。

“AVS 没有舶来品，我们完全是靠技术在拼。”
团队成员、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田永鸿教授
表示，“如果没有对做事的信仰，坚持不下来。”

“我们虽不能替代国外标准，但至少使我国相关
行业和企业多了一种选择，在国际竞争中增强了主
动性。在此过程中，我们还培养了上千名技术人才，他
们现在已成为行业的中坚力量。”高文对此感到欣慰。

记者了解，目前，我国第三代 8K超高清视频编
码标准 AVS3 已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可将广播
视频的数据压缩到原来的六百分之一，将监控视频
的数据压缩到原来的千分之一，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据悉，AVS3 将为新兴的 5G媒体应用、虚拟现实媒体
等应用提供技术规范，引领未来 5年到 10年 8K超高
清和 VR视频产业的发展。“我们花了 17年时间，让
AVS从技术上完成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再加
上 5G的应用，我国在广电设备领域已走在全球的前
面。”高文认为，5G+4K/8K 将是未来音视频编解码领
域的标准配置，“未来中国会像在 5G领域一样，也将在
超高清视频领域引领行业的技术发展。”

除了 AVS，近年来，高文还致力于数字视网膜
技术与系统的研究，希望实现大规模监控视频分析
与快速视觉搜索等功能，以满足未来我国智能城市
和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的需求。

谈到未来，高文说：“我希望能继续解决一个个
技术难题。图像分类与视频理解，挑战相当大，希望
能不断提高准确率和编码效率。”

本报记者王贤

“我们现在很需要跑”。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前夕，邓小平同志访日期间乘坐新干线时发
出的感叹，让正值壮年的铁道部第四设计院(现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负责
人陈应先看到了中国发展高铁的希望，重新燃
起了高铁梦。

40 多年来，陈应先和中国的高铁梦踏着改
革开放的脚步萌芽、生长、梦圆。从 1984年第一
本高铁研究文献问世，到 1994年广深准高速铁
路建成；从 2008年中国第一条高铁京津城际开
通，到去年底高铁营业里程达 2 . 9 万公里，超
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我国高铁从无
到有，已经成为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运输密度
最高、成网运营场景最复杂的国家。

“高铁‘中国速度’‘国家名片’的炼成，是改革
开放巨大成就的生动写照和鲜活范例。”说起我
国高铁的发展变迁，已经 87 岁高龄的中国首批
勘察设计大师、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铁四院”)原总工程师陈应先激动不
已。

“高铁最早让我产生震动，是 1964年日本
新干线建成通车。日本二战战败，却能在这么
短的时间建好高铁，让人震惊，已经做了十余
年铁路人的我开始关注高铁。”陈应先说，“搞
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技术人员一定要有超前思
路、开放思维，放眼世界最高水平。”

1978年，这位被称为我国高铁拓荒者之一

的第一代高铁设计者发表了第一篇有关高铁的
论文。上世纪 80年代初，作为铁四院总工程师
的陈应先组织设计人员对北京至九江铁路时
速 160 公里目标值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广泛搜
集整理日本、法国、德国等国高铁动态和最新
成果，于 1984 年编译出版了我国第一本高铁
研究文献《高速铁路》。

20 世纪 90 年代，高铁建设在中国萌动。
1994 年底，由陈应先挂帅研究设计，全长 147
公里的广深准高速铁路建成通车。我国铁路运
行时速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 100 公里提高
到 160 公里，相当于高速铁路“热身赛”。

“正因为早研究、早储备，铁四院才有勇气
主动请缨设计广深准高铁。”陈应先说，当时广
深准高铁设计人员人手一本《高速铁路》，给大
家帮了大忙。

广深准高铁被原铁道部视作中国铁路客
运提速的开山之作，并希望为正在论证的京沪
高铁积累经验。作为当时世界上一次建成线路
最长、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京沪高铁是我国
高铁建设的里程碑。在从构想到全线开工的 20

年间，陈应先带领设计团队直面争论、坚持真
理，解决了高铁勘测设计中的诸多重大技术难
题。

京沪高铁前期工作过程中，社会上先有
“高铁建不起、坐不起、养不起”之说，后有“轮
轨与磁悬浮之争”。如何驱散疑云？陈应先回忆
称，新事物总会有不同看法，宣传解释很重要。
那段时间，他一方面到各个铁路单位做讲座，
解疑释惑；一方面抽出时间撰写论文、著书立
说。上世纪 90 年代的 10 年，他发表的有关高
铁的著述有 64 万字。

“超越外国高铁，先要走出去了解它们。”
说起当年的“轮轨与磁悬浮之争”，曾任“国家
磁悬浮重大课题中的子课题——— 沪杭高速磁
悬浮铁路研究”技术总负责人的陈应先一边翻
看自己两赴德国，一赴日本、法国考察磁悬浮
列车、线路和实验控制中心以及高铁动车、车
辆制造厂的历史照片，一边向记者回忆起当时
舌战外国磁悬浮专家的一幕幕。

上世纪 90 年代，关于中国高铁是发展磁
悬浮还是轮轨技术有巨大争论。德国工业巨头

向中国推销高速磁悬浮，他们对中国工程师代
表团说：“你们现在建高铁，不久它又会是落后
的，不如现在就建磁悬浮。”

作为中方技术代表，陈应先在考察途中一
路思考和测算，认为德国公司夸大了磁悬浮列
车的作用，当场对关键的磁悬浮铁路运输能力
提出质疑，德方代表被问得哑口无言……

恰当的技术路线的确立，为高铁发展奠定
了基础。国家铁路局、西南交通大学、中国铁路
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等方面的多位专家认为，
中国高铁的成功，首先是确立了一条符合国
情、科学合理的技术路线。

上世纪 90年代后期，陈应先退居二线，但
他仍关注着高铁，80 多岁高龄时仍笔耕不辍，
续写自己的“高铁梦”，完成了《高速铁路车站设
计》《高速客运站的图型》等专著。

陈应先说，20 年的高铁生涯，他的第一
条体会就是“改革”。“高铁的设计要求绝非旧
铁路可比，原来的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必须
相应改革，机构、管理体制的建立或改变必
须适应高速、高效、高精、安全和环保要求，
抛去旧思维，建立高铁新思维。”

距 2013 年中国铁路总公司组建 6 年后，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6 月 18 日在北京
挂牌。从铁道部，到中国铁路总公司，再到中国
国家铁路集团，自 2017 年始的铁总公司制改
革“三步走”已然落定。站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
起点，高铁这张国家名片，未来必将在改革开
放中越擦越亮。

当年，他曾舌战西方磁悬浮专家……
高铁拓荒者之一陈应先讲述中国高铁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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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的高铁生涯，他的第一条体会就是“改革”。“高铁的设计要求

绝非旧铁路可比，原来的管理体制 、机构设置必须相应改革，机构 、管理

体制的建立或改变必须适应高速 、高效 、高精 、安全和环保要求，抛去旧

思维，建立高铁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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