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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梁建强

　　洪水奔腾，如脱缰野马。绝望，正
随着水位一点点上升而蔓延。
　　抱着一棵摇摇欲坠的白杨树，她
已经坚持了 9 个小时。直到，一艘冲
锋舟破浪前来，一双有力的手，稳稳地
抱起了她。
　　那一天，是 1998 年 8 月 2 日，一
个她永远铭记的日子。她叫江珊，凭着
非凡的意志力，她等来了救援者，也因
“抱树女孩”的坚韧形象，被人们所
熟知。
　　那一年，特大洪水袭来，全国 29
个省（区、市）遭受不同程度的洪涝灾
害，累计受灾面积达 3.18 亿亩。
　　洪水，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救
援人员，则在她的心间留下了一粒名
为“感恩”的种子。当年，救她的是一名
公安消防官兵。如今，23 年过去，她
已是一名人民警察。曾经的被守护者，
如今，正成为守护者。

9 个小时的坚持：
  新闻中的那棵树，已是她

抱的第二棵

　　 23 年前的那个夜晚，至今回忆
时，她仍然觉得历历在目。
　　“那场洪水，冲毁了我们的家园，夺
走了我的亲人，还有一些乡亲。当时，是
奶奶托起我，让我抱紧树。后来，奶奶被
洪水冲走了……”江珊说。
　　这也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
　　奔腾的洪水中，她牢记着奶奶“抱
紧树”的叮嘱，始终抱树坚持。直到 9
个小时后，熹微的晨光中，一艘冲锋舟
到来。
　　冲锋舟上，是正在争分夺秒开展救

援工作的公安消防官兵王明华和他的
战友们。如今担任湖北省公安厅经济犯
罪侦查总队二队高级警长的王明华，还
清楚地记得那一天的救援情况———
　　“那天是 1998 年的 8 月 2 日，凌
晨 5 点多钟，我们的冲锋舟在救起了
十余名遇险群众后，我忽然发现一棵
树上好像挂着什么东西。我和战友先
后努力了 4 次，才把她营救下来。最
后那一次，冲锋舟快靠近她的那一刹
那，我顺势弯下腰，把她抱了上来。”
　　救援的画面，被搭乘冲锋舟随行
的记者拍摄了下来。拍摄者向培凤，当
时是湖北电视台的一名记者。他用镜
头记录下小江珊获救的过程，以此素
材编辑而成新闻特写《生命之舟》。
　　黑夜中出发的冲锋舟、水面上闪
烁的灯光、冲锋舟上人们的焦急神情、
树丛中搜寻前行的冲锋舟、营救小江
珊的过程……在《<生命之舟>采编
谈——— 拍摄小江珊获救的前前后后》
中，向培凤和同事写下这样的采编思
考：营救小江珊的过程，完全按时间顺
序来编辑，镜头的组接逻辑性特别强，
既做到了事实的高度真实，又做到了
情感的饱满流畅，叙事和情感同时递
进……
　　这一报道，荣获了当年的中国新
闻奖；随着报道的广为传播，“抗洪小
英雄”江珊也逐渐被人们所熟知。
　　洪水中的救援，就是与时间赛跑。
小江珊，是众多的获救者之一。当时的
媒体报道显示：8 月 2 日，有 150 多
艘各式轻舟进入簰洲湾内救人，共救
起受困群众 17000 多人。
　　多年后，江珊讲起另一个小的细
节，其实，大家在新闻中看到她所抱
的那棵树，已是第二棵树。之前，她和
奶奶抱着的第一棵树在洪水中倒下

了。她和奶奶一起沉到了水底，脚碰
到的都是泥土、泥沙。好在，她被水流
冲向了另一棵树。她感到“后脑勺好
像被一个东西突然敲打了一下”，发
现是一棵树，立即紧紧抱住了。
　　直到黑夜过去，直到冲锋舟破浪
而来。

一粒种子与“警察梦”：

干起活来像个“女汉子”

　　从被救起的那一刻起，一粒镌刻
着感恩和顽强的种子，就在江珊的心
中生根发芽。
　　“20 多年前，在我人生最漆黑、最
茫然无助之时，是前来救援的解放军
和公安消防官兵给了我生的希望。我
非常感谢和崇拜他们，觉得他们将生
死置之度外去救人于危难，是真正的
英雄。”江珊说，“他们保护人民群众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是人民群众的守护
者，非常伟大。因此，希望自己有一天
通过努力，也可以加入他们的队伍，成
为一个像他们那样的人。”
　　“警察梦”的另一重支撑，源于她
的父亲。
　　江珊读高中时，父亲突然得了重
病。“临终前，他曾对我说过，希望我能
好好学习，以后成为一名军人或警察。
因此，高考后填报志愿时，我报考了铁
道警察学院。”
　　在警校学习期间，江珊不断努
力，于 2014 年通过国家公务员考
试，考入了武汉铁路公安局襄阳公安
处，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她于 2019
年 7 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职时，她对警察这个岗位的了
解不多。她坦言：“儿时的我，对警察的
认识来源于影视作品，剧中的警察或

是当卧底，或与歹徒斗争。真正当上警
察后，发现和想象中的不一样，更多的
是坚守和奉献。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
职责和工作需要。”
　　她身边的刑警同事，直面的是打击
违法犯罪，近年来也陆续破获了多起有
影响的大案要案。比如，抓获潜逃 18 年
的杀人逃犯，使得一起隐藏 23 年的雇
凶杀人案水落石出；破获涉案金额达
1.47 亿的特大制贩假烟网络案等。
　　她所在的派出所，更多的是直接
与群众打交道。“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
的初心使命，落实起来很多就在于服
务人民群众的点滴小事：比如帮助旅
客解决一些困难，可能是帮忙找回遗
失物品，可能是帮助迷途之人回家，也
可能是每天反复几百次，回答旅客同
一个小问题。”江珊说。
　　但不管岗位在哪里，能够作为一
名人民警察服务群众，她觉得充实而
有意义。
　　“在江珊身上，有一股韧劲，就像初
生牛犊不怕虎，看似娇小的身躯背后有
一股顽强的力量，干起工作来干净利
索，简直就是一个‘女汉子’。”曾担任江
珊所在派出所副所长的程健说。

危急关头冲在前面：

已成长为派出所副所长

　　“我请战，我是党员我先上，我保
证在这场疫情战斗中，以身作则，牢记
初心……疫情不退，我不退！”
　　采访江珊时，记者看到一张特殊
的“请战书”。那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袭
来之际，江珊主动向组织递交的。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人民警
察，在防疫的关键时刻站出来、冲上
去，这是义不容辞的，当时我和我的同

事们都迅速向组织递交了请战书，一
直坚守工作岗位。”回顾写下“请战书”
的过程，江珊说，“疫情不退、警察不
退，真的是我们发自肺腑的心声。”
　　去年 2 月 22 日，江珊所在的派
出所接到一项紧急任务。
　　“紧急集合，一批 606 吨的抗疫
生活物资到达天门火车站，需要紧急
增援，必须确保物资转运安全！”当天
清晨 7 时 10 分，时任派出所教导员
张荣东下达指令。
　　得知消息，江珊穿戴好单警装备，
戴好口罩，率先冲了出来。张荣东看到
是江珊，拦下了她。“江珊，你在单位值
守吧，这是体力活，你一个女孩子就不
参加这次任务了。”
　　江珊坚定选择了出征，并说服了
教导员。“这就是一场战斗，我不能退
缩！”
　　那天，浓雾弥漫，可见度不足 30
米。在这种情况下，江珊和同事们打开
警车上的警灯，在浓雾里穿行，最后在
物资列车到达之前赶到了转运现场。
　　当天，来自当地政府部门、车站的
工作人员以及村民志愿者等 150 余
人，一同在货场内投入物资搬运转移
工作。江珊和同事们还在现场巡逻、维
护秩序，并对出入车辆和人员的工作
证件进行检查登记和体温测量。
　　“整个转运工作一直持续到将近
晚上 9 点，当最后一辆物资车安全离
开货场后，我们才放下心来。在当时那
种情况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要让这
批物资第一时间到达需要的人们手
中。”江珊说。
　　她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报效祖国、
回馈社会、从警为民的铮铮誓言。
　　类似的事例还有，同事们一一
记得。

　　 2019 年 12 月，应城发生 4.9
级地震，本来已下班返回家中的江
珊，把孩子交给家人，穿上警服一路
小跑返回到工作岗位，投入维护乘
车秩序、疏导滞留旅客等工作中。“她
一心想着维护秩序、服务旅客，完全
将自身的安危抛在脑后。”襄阳公安
处应城车站派出所所长张德斌说。
　　辛勤付出，也收获了认可。所在
单位公开招聘副科职领导干部时，
江珊凭借优异的表现，走上了派出
所副所长的新岗位。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我做的都
是再平凡不过的小事。只是希望能
像当年在洪水中救我的人一样，能
像很多爱心人士帮助我一样，尽我
所能去帮助别人。”江珊说。
　　 23 年了。
　　行走在湖北嘉鱼簰洲湾，曾经
的民垸溃口之处，已是草木葱茏，处
处青绿。
　　离大堤不远，是全国唯一的一
座抗洪烈士陵园——— 簰洲湾九八抗
洪烈士陵园。那里，长眠着 1998 年
8 月 1 日在抗洪抢险中牺牲的 19
名烈士。陵园中，摆满了前来凭吊的
人们敬献的花。
　　江风呼啸，有人在江堤上久久
伫立。
　　 23 年了。
　　洪水之后，留下的印记，有离别
与悲痛，同样有爱与希望。
　　回望，为了更好地前行。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98“抱树女孩”当上人民警察
揭秘 23 年前特大洪水中获救女孩江珊圆“警察梦”的心路历程

江珊在向学生宣讲安全知识。（施勇摄）

江珊（左二）在执勤中为群众提供帮助。（贺瑞明摄）   1998 年 8 月 2 日，洪水中抱在树上等待救援的江珊。  资料图片

　　 2002 年 8 月 29 日，江珊向设立在湖北省嘉鱼县簰洲湾民垸中堡村村边的“抗洪英雄高建成”烈士墓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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