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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本报记者王长山、严勇

　　“不要管我，先救其他重伤同志！”1994
年，张从顺在禁毒一线英勇向前，倒在毒贩手
榴弹下。
　　“怕危险就不会干警察，怕死就不会干禁
毒。”2020 年底，他的儿子张子权在专案侦办
中，因过度劳累突发疾病，告别了他热爱的公
安事业。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张从顺与儿子
张 子 权 ，相 继 用 生 命 践 行 了 为 国 为 民 的
诺言。
　　“一门两忠烈，英雄父子兵”“他们在守护
着我们，而我们却只能在这样的时刻认识他
们 是 谁 ”“ 现 在 ，子 权 也 为 我 们 献 出 了 生
命”……云南临沧市公安局这对英雄民警父
子的事迹令人动容，成为铸就在人们心中永
恒的丰碑。

父辈的旗帜

　　“咯吱，咯吱……”已过零时，天黑得伸手
不见五指，吊桥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
及近。
　　“来了！”正等待抓捕毒贩的临沧市镇康县
公安局军弄派出所所长张从顺警觉起来，准备
带着战友们出击。
　　 1994 年 8 月 31 日下午，张从顺接到举
报：一名境外毒贩欲携带毒品经过，身上带有
手榴弹。
　　张从顺带着民警火速赶到伏击地点。“我
们当时静静地趴在草丛中，忍受蚊虫叮咬，身
上奇痒无比。”张从顺生前战友、现任镇康县公
安局督查大队大队长的鲁玉军，那天第一次参
加围捕行动，主要负责警戒。
　　脚步声响在耳边，毒贩进入伏击圈，鲁玉
军的心也提到嗓子眼。
　　说时迟，那时快！张从顺和战友们一跃而
起将毒贩按翻在地。正要铐住毒贩双手的一
刹那，突然有人大喊：“有火药味！”
　　“轰！”一声巨响，民警们倒地，不同程度受
伤。张从顺左小腿血肉模糊，鲜血直流。他顾
不上自己，用手臂支撑起身体挪到路边，指挥
大家抢救重伤员。
　　“不要管我，先救其他重伤同志。”张从顺
的这句话，深深印在鲁玉军脑海里。增援队伍
赶到后，张从顺忍着剧痛两次将负伤战友送上
车。伤员送走后，张从顺的脸色更加苍白，呼
吸微弱。在赶往县医院的路上，他的手越发冰
凉，最终因失血过多牺牲。
　　“这次行动，2 名战友牺牲，3 名战友不同
程度负伤。缴获毒品 19 公斤，手榴弹一枚。”
鲁玉军说。
　　张从顺生于 1949 年。1969 年，他如愿入
伍，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一名革命战
士，一定要把热血洒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
方！”他始终牢记入党申请书上的这句话，并全
力践行着这句话。
　　 1975 年，复员的张从顺主动要求到艰
苦的边疆工作；1982 年，镇康县公安局选调
民警，他辞去供销社主任职务，申请调入公
安队伍；1983 年，局里要组建边境派出所。

“我对那里的情况熟悉，就让我去吧。”他主
动请缨。
　　刚组建时，派出所只有 3 名民警。为解决
语言不通问题，张从顺带着同事和群众交朋
友、学民族语言。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走
遍全乡 70 多个寨子。
　　上世纪 90 年代初，县里准备调张从顺到
局机关工作，他拒绝了。
　　在同事黄涌（现任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副支队长）印象中，所长张从顺总带着一个本
子，谁家有困难，哪里有纠纷，群众有什么意
见，他都一一记下。遇到困难群众，他就给予
帮助，有时连路上吃饭的钱都没了。“渐渐地，
老百姓不管大事小事都爱往我们这里跑，哪里
有纠纷，村里来了陌生人，我们都能很快知
道。”黄涌说。
　　抓捕盗窃嫌疑人时，嫌疑人妻子刚做完手
术，生活困难，他就帮着到民政部门申请补助；
村民李绍明腰受伤，一躺半个月，收不了稻谷，
心焦不已，他带人连干 3 天……
　　只要群众一个电话，他就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1992 年 5 月，偏远山寨有人报案，张从顺
和同事骑着三轮摩托连夜赶路。大雨倾盆，道
路中断，他说：“早到一分钟，报案人就早一分
钟心安。”随即，拆卸摩托车、翻越塌方路段，然
后重新组装摩托车继续赶路，只为保证案件及
时侦破。外甥参与赌博，他依法处理；亲友偷
窃财物，他依法处罚……靠双脚长途跋涉、侦
查破案、追回赃物的事例数不胜数，群众称他
为“铁腿公安”。
　　在处理一个境内外勾连的家族恶势力案
件时，张从顺被扬言报复。他说：“我是为国家
和老百姓工作的，既然穿上这身警服，就绝不
会怕你们！”经过半年整治，当地社会治安环境
显著改善，他被老乡亲切地称为“山乡守护
神”。

　　军弄乡是跨境贩毒的主通道之一。面对
毒魔，张从顺和同事毫不退缩。1990 年 4 月，
张从顺接群众举报，有两名毒贩途经当地。他
放下手中碗筷，拿着手电筒，徒步十多公里追
堵。当时，一名毒贩手持匕首企图夺路逃窜，
他冲上去一把将其制服，另一名毒贩也被赶来
的战友当场擒住，查获精制毒品 1400 克。
　　“爸爸，为一头牛那么拼命，值得吗？”
　　“人民警察就是服务老百姓的，找回耕牛
就为他们找回生活的希望。”
　　为追回村民被盗的耕牛，张从顺曾在山里
奔波数日，到家时满身污泥，双脚磨出血泡。
这个场景深深刻在二儿子张子兵的脑海中。
他说，父亲总是忙，有时吃着饭，听到有人叫
他，放下碗筷便走。
　　他牺牲后，办公室抽屉里还装着 831 元的
未报销单据。“父亲留给我们的财产，就是三张
木板床、一个旧衣柜和一堆未报销的发票。”张
子兵说。
　　一有时间，张从顺就会带着孩子去边境走
走。他指着界碑说：“你们看，‘中国’两个字这
边是我们的国土，我们生活在这里，就要守护
好中国的土地。”当时，孩子们并不真正理解家
国情怀，但“中国”两个字深深地印在了心中。
同时，父亲身着警服、伫立在界碑旁的威武形
象，如丰碑一般，刻在孩子们的脑海里。
　　 1994 年 9 月 1 日，张从顺牺牲的噩耗传
来。正在地里干活的妻子彭太珍，一路小跑赶
到现场，看了丈夫最后一眼。
　　后来，当被问及今后 3 个儿子的职业选
择时，彭太珍说，老张为国牺牲，他太喜欢当
警察了，就让儿子们接着做吧。她承受着巨
大悲痛，省吃俭用把兄弟三人拉扯长大。
　　“我们要像您要求的一样，做一个好人。”
2020 年清明节，彭太珍领着张家三兄弟为父
亲扫墓，他们身着警服，在墓碑前敬礼宣誓。

血染的丰碑

　　“哐当！”
　　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四级警长张子权
一头栽倒在地，脸色发白，呼吸微弱。
　　 2020 年 12 月 3 日深夜，连续奋战多日
的专案组民警正研究抓捕方案。看到突然栽
倒的张子权，大家一下子惊呆了。在救护车
上，同事拉着他的手，不停呼唤他的名字。医
生说，张子权身体严重透支，大脑长时间缺氧
缺血，心脏已累到跳不动了……
　　 12 月 15 日晚，张子权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们等了 12 天，还是没等到他醒过来，他太
累了！”战友唐海峰哽咽着说。
　　 2020 年 11 月 4 日，张子权请战参加边
境重大涉疫专案侦办。此前，临沧警方公开缉

查中，在一辆由边境驶来的商务车上，查获
一名可疑外籍女子，后被诊断为新冠肺炎无
症状感染者。经查，警方挖出一个以田某为
首的跨境犯罪团伙。这名女子曾与田某生
活多日，还到过耿马县孟定镇多地。
　　若不尽快破案，后果不堪设想。市县两
级公安抽调警力组成专案组。张子权等人
于 11 月 8 日连夜赶往孟定镇，审讯主要犯
罪嫌疑人，获取犯罪团伙的上下游信息。
　　室外气温 30 多摄氏度，为防交叉感染，
审讯室不能开窗、不能开空调，张子权和同
事戴着护目镜，穿着防护服和纸尿裤，每天
要连续工作七八个小时。同事杨鑫说，出来
时，衣服能拧出水来，身体就像被蒸熟了
一样。
　　就在犯罪团伙的关键案情一一浮出水面
时，张子权的身体却亮起了“红灯”。11 月
22 日晚，结束审讯后，张子权脸色发白，直冒
虚汗，同事们劝他休息几天。“这案子一直都
是我跟，等结束了再说。”他没停下来休息。
　　 12 月 3 日，张子权和同事辗转多地抵
达藏匿有 8 名涉案人员的安徽萧县。他像
上紧的发条，一心想着案子，没有考虑过身
体。当晚回到酒店，张子权考虑到仍有 2 名
涉案人员不知去向，决定继续梳理线索，直
至栽倒在地。
　　多少次身陷困境，都能全身而退，但这
一次，他却离开了。
　　 1994 年，年仅 10 岁的张子权在父亲
的追悼会上，含泪紧握拳头。从此，“做一个
像父亲那样的人”成为他的人生追求。
　　 2003 年，张子权考入云南警官学院；
2007 年，毕业从警。2011 年 2 月，张子权
对张子兵说：“二哥，我已申请调到禁毒队工
作了，你不要告诉妈！”张子兵吃惊问原因。
张子权说：“父亲倒在了禁毒战场，当缉毒警
察是我从小的心愿。”2011 年 9 月，张子权
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书上写道：

“我要接过父亲未竟的事业，为党奉献自己
的一切。”
　　出差多，加班勤；抗击疫情，他按红手印
参加抗疫战毒先锋队；脱贫攻坚，他申请到
偏远艰苦的村寨；单位评先评优时，他将荣
誉让给战友……别人觉得不理解，张子权
说：“我是英雄的后代，绝不能给父亲丢脸！”
　　村民马锐家庭贫困，40 多岁还娶不上
媳妇。驻村的张子权常到他家做工作，马锐
担心还不起贷款，不愿拆除危房重建。经张
子权劝说，马锐改变了观念，在驻村工作队
的帮助下盖起了新房，种起了茶叶和甘蔗，
脱了贫摘了帽，还娶了媳妇；村民李丽的丈
夫正服刑，她带着孩子和婆婆，生活困难。
张子权连续 20 余次上门走访，自己出钱为

孩子解决入学问题，四处奔走帮助她们一家
办理低保、申请贷款，寻找适合的养殖业，最
后李丽也找到门路致了富，建起了新房……
　　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张子权走遍
37 个村、58 个村民小组，走访 1000 余名群
众，参与破获黑恶势力案件 90 余起。
　　……
　　跟父亲一样，张子权在禁毒路上英勇无
畏。参加工作以来，他常化装侦查，卧底在毒
贩身边，有时还冒险周旋在歹徒的枪口下。
　　“紧急任务，迅速归队。”2017 年 4 月
的一天，张子权和同事接命令秘密抵达边
境，搜寻一个有武装分子把守的毒品加工
厂。他们在气候湿热、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
里搜寻 10 多天里，不能生火做饭，饿了吃干
粮，渴了喝溪水。晚上会听到野兽嚎叫，身
边不时有毒蛇爬过。
　　一天晚上，他们突然发现不远处有微弱
的灯光。准备靠近时，对方胡乱开枪，子弹

“嗖嗖”飞过。专案组根据侦查到的情况，迅
速实施抓捕。随后，张子权带着战友在工厂
外设伏。
　　这时，一辆车突然从工厂冲出，张子权
鸣枪示警，连开数枪逼停车辆，随即一步冲
上去，死死按住毒贩。民警们紧随其后，从
毒贩身上搜出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最终，
警方成功捣毁了这个制毒贩毒窝点，缴获毒
品、制毒配剂及手枪。事后，面对怕不怕的
问题，张子权说，怕危险就不当警察，怕死就
不干禁毒！
　　接过父亲接力棒，投身禁毒事业后，张
子权用生命和毒贩交锋，与战友们共缴获毒
品 27.7 吨，参与破获制毒物品案件 46 起，
缴获制毒物品 1100 余吨。他对战友说：

“干禁毒非常危险，但我很喜欢这份职业！”
　　“感觉自己就是要当警察，这份职业相
当神圣，一定要做好。”张子权生前接受采访
时说，干禁毒这个工作，必须义无反顾。

闪耀的光辉

　　“在支队荣誉室，有一面英烈墙，上面挂
着牺牲战友的照片。”黄涌说，临沧市公安局
禁 毒 支 队 是 全 国 第 一 批 专 业 禁 毒 队 伍 ，
1982 年至今，为禁绝毒品，20 多名战友先
后倒下，百余名战友负伤。
　　 2020 年 12 月 18 日，张子权的骨灰盒
送回家乡时，妻子李莲超早已在机场等候，
当看到那张灰暗的黑白照片时，她拼命地冲
上去，抱着骨灰盒，不停地抚摸。
　　张子权牺牲后，有网友留言：前一段时
间看过他父亲事迹的纪录片，当时还打着马
赛克采访他。没想到是以这样的方式见到

了真容。他们在守护着我们，而我们却只能
在这样的时刻认识他们。
　　一位同事看到张子权 5 岁女儿可爱的
小脸后，回想起当年第一次见到张子权时的
情景，多年前送别老所长的一幕又浮现在眼
前。他发了条朋友圈：子权，从今以后你不
用再遮着脸了。
　　在送别仪式现场，很多人戴着的口罩被
泪水浸湿。张子兵说：“侄姑娘还小，只是
问，为什么会有一张爸爸的大照片？我们瞒
着她，说爸爸出差去了。”
　　该怎样把张子权牺牲的消息告诉母亲？
26 年过去，母亲彭太珍还未能从丈夫牺牲
的悲痛中走出来，这次，她还能否经受得住
打击？犹豫再三，张子兵还是说出了实情。
当时，母亲脸色变白，自言自语地说：“子权
啊，跟你爸爸一样，还是出事了。”
　　两代禁毒警，父子皆英烈。这背后，彭
太珍付出了太多太多。
　　张从顺牺牲后，同事多次去看望慰问彭
太珍，她总是强忍悲痛，不提要求、不讲困
难。日子虽过得清贫，但彭太珍从不在孩子
面前表现出委屈，她含辛茹苦把三个儿子拉
扯大，先后将他们送入公安队伍。
　　老大张子成留在老家镇康县，在最基层
的凤尾派出所一干就是 20 多年；老二张子
兵成为一名交通警察，刮风下雨坚守在大街
小巷；老三张子权，追随父亲足迹，主动申请
调入禁毒支队，一年 300 多天在外出差。
　　“尤其是子权，我们喊他‘小宝’，从小看
着他长大。自从做了禁毒警察，就变得更成
熟稳重了，有他父亲当年的影子。”黄涌说。
　　“公公牺牲了，您怎么还舍得让他们三
兄弟当警察，您不怕吗？”
　　“老张跟我说过，没有警察，哪来的安
宁？没有安宁，哪来的家？老张没做完的，
让他们接着做吧。”
　　这是张子权妻子李莲超和婆婆彭太珍
的对话。
　　 2012 年，李莲超与张子权相识。当
时，张子权是驻村扶贫队员，办公地点在她
家隔壁。李莲超经常看到他在地里忙得大
汗淋漓，给群众讲政策讲到口干舌燥……他
的真诚感动了村民，也打动了李莲超的心。
　　慢慢地，李莲超才知道，张子权是禁毒
英雄张从顺的儿子，大哥和二哥也都是警
察，李莲超为能成为这个警察之家的一员
感到自豪。但没想到，结婚后一家人聚少
离多，8 年里，跟子权在一起的时间屈指
可数。
　　每次产检，他都不能陪伴；女儿出生，他
在执行抓捕任务；春节团聚，他去外地办
案……李莲超说，丈夫经常缺席母女生活中
的重要时刻，却从不会缺席他心中至高无上
的事业。
　　禁毒警察特殊，枪林弹雨、隐姓埋名、你
死我活是这个职业的真实写照，被称为“刀
尖上的舞者”。在禁毒支队，甚至找不到一
张完整的支队全家福，这是因为每时每刻都
有人战斗在一线。
　　“最怕听到‘我要出差了’这句话。”李莲
超说，结婚以来，张子权几乎总在出差，为不
影响他的工作，她一般不主动联系他，只能
在忐忑不安中等待他报平安的信息。
　　她曾劝他，能不能换个岗位？张子权却
说，“毒品害了无数家庭，父亲为禁毒付出了
生命，接过父亲的使命是我一生的追求。”
　　结婚时，张子权贷款在临沧市区买了套
70 平方米的房子。只要一有空，他就早早
回家陪伴妻子和孩子。他们家客厅的一面
墙上，挂满了一家三口的合影照。看着张子
权和女儿在沙发上玩耍，李莲超觉得没有比
这更幸福的事了。
　　“我们还没吃饭，还在等人，这边天黑好
久了。”
　　“你要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
　　这是夫妻俩相互发的最后一条微信。
李莲超告诉记者，张子权此前答应她和女
儿，出差回来就带着她们一起去旅游。为此
他还专门给女儿办了身份证，想带她坐飞机
去北方滑一次雪。
　　“爸爸，你这次出差好久了，你要什么时
候回来？”5 岁多的女儿还以为爸爸在出差，
拿着手机给他发语音。
　　今年清明节，彭太珍再次带着孩子们
扫墓。在张子权墓碑前，老人家抚摸遗像
的手不停地颤抖。彭太珍说：“子权是我疼
爱的儿子，也是警察的儿子，他走了我很心
痛，但如果重新选择，我仍会支持他当警
察！”
　　“公公和子权都是为国家牺牲的，他们
是我们全家的光荣。”李莲超说，像子权一
样流血牺牲的警察有很多，像自己一样失
去丈夫的警嫂也有很多，像女儿一样失去
父爱的孩子也有很多，正是有了他们的付
出和牺牲，才换来了一方平安和万家灯火
的团圆。
      （村民马锐、李丽为化名）

“怕危险就不会干警察，怕死就不会干禁毒”
英 雄 禁 毒 民 警 张 从 顺 张 子 权 父 子 皆 英 烈 ，用 生 命 践 行 使 命

  左上图：张从顺生前照片。
  右上图：张子权生前照片。
  下图：张子权（右一）三兄弟跟母亲的合影。
            云南省公安厅供图

  “爸爸，为一头牛那么拼

命，值得吗？”

　　“人民警察就是服务老百

姓的，找回耕牛就为他们找回

生活的希望。”

  ——— 为追回村民被盗的
耕牛，张从顺曾在山里奔波数
日，到家时满身污泥，双脚磨
出血泡

  “公公牺牲了，您怎么还

舍得让他们三兄弟当警察，您

不怕吗？”

　　“老张跟我说过，没有警

察，哪来的安宁？没有安宁，

哪来的家？老张没做完的，让

他们接着做吧。”

  ——— 张子权妻子李莲超
和婆婆彭太珍的对话

  “我们还没吃饭，还在等

人，这边天黑好久了。”

　　“你要按时吃饭，照顾好

自己。”

　　——— 张子权夫妻俩相互
发的最后一条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