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同生 勇擒罪犯中弹牺牲的一级英模
子弹击穿右腿股动脉，血

流不止， 官同生用身体压住罪
犯，紧紧钳住罪犯的双手，直到
生命的最后一息。 时隔 38 年，
一级英雄模范官同生的英勇事
迹，仍然留在人们的心中。 每年
清明节、烈士纪念日，湖南省祁
东县公安局会组织祭扫、 宣誓
等活动，缅怀英雄烈士。

官同生， 出生于 1948 年，
祁东县人。 他于 1972 年 12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 年参加
公安工作， 历任祁东县公安局
城关镇派出所、刑侦股民警。

在生前日记中，官同生就
立志“争做人们所欢迎、爱戴
的一名人民警察”。 他一贯积
极努力，忠于职守，关心群众
疾苦， 经常为群众办好事，先
后 8 次奋勇救火，6 次被评为
先进工作者。

1981 年 5 月 27 日，7 名犯
罪分子携带从江西南城县武装
部枪械库盗窃的枪支弹药，窜
至祁东县，住进汽车站旅社。 当
晚， 祁东县公安局接到汽车站
旅社服务员报警后， 迅速组织

围捕，官同生主动请战。 执行
任务途中， 官同生对同事说：

“今晚的任务不同往常， 对我
们是一个考验，要有流血牺牲
的准备……”

5 月 28 日 凌 晨 1 时 40
分，17 名民警包围了汽车站旅
社的四号房和七号房，随后抓
捕行动展开。 在四号房，官同
生与罪犯进行搏斗时，不幸被
罪犯开枪击穿右腿股动脉。 子
弹穿过腹部，进入腰椎 ，鲜血
喷涌。 官同生以坚强的毅力打
掉了罪犯的枪支，将罪犯压在
身下 ， 直到战友们将罪犯抓
获。 最终，7 名罪犯全部被生
擒。 官同生因流血过多，当场
壮烈牺牲，年仅 33 岁。

1981 年 6 月 16 日， 官同
生被公安部追授为一级英雄
模范。

今年 72 岁的石承发 ，是
当年和官同生一起参与抓捕
行动的战友。 他回忆说，他和
官 同 生 被 分 到 “直 接 接 敌
组”，面对的是荷枪实弹的罪
犯 。 官同生在中弹流血的情

况下，还能死死用身体压住罪
犯，表现出一般人难有的英雄
气概。 至今回想起这一幕，他
还会落泪。

近年来，祁东县公安局还多
次开展“向官同生同志学习”的
主题活动， 号召全体干警学习
他忠诚可靠、 为人民服务的崇
高精神，临危不惧、不怕牺牲的
革命精神，英勇无畏、公而忘私
的奉献精神。

（据新华社）

邓瑞甫 抗洪抢险中献身的一级英模

在重庆市警察博物馆内，
陈列着一块旧手表， 它的主人
是公安部一级英模———重庆市
公安局北碚分局黄桷派出所原
指导员邓瑞甫。 1981 年 7 月的
抗击特大洪水灾害斗争中，邓
瑞甫带领民警日夜坚守岗位，
奋不顾身抢救遇险群众， 为保
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献出了宝
贵生命。 他随身携带的这块手
表， 见证着英雄牺牲的永恒时
刻。

邓瑞甫 1934 年出生于重
庆市长寿区，1951 年参加公安

工作 ，1955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分
局天生派出所民警、黄桷派出
所指导员。 他参加公安工作近
30 年，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 、
廉洁奉公、遵纪爱民，为维护
社会治安、保护国家和人民的
利益做出了显著成绩，多次被
评为先进工作者。

1981 年夏，重庆地区遭遇特
大洪水灾害。 7 月 15 日，滔滔洪
水猛烈上涨，洪峰淹没了大片房
屋和庄稼，黄桷地区陷入一片汪
洋，邓瑞甫的家眼看也要被洪水
淹没，他断然选择“抢救群众财
产要紧”，不顾自己严重感冒，赶
到沿江一带查看水情，维持交通
秩序，组织群众转移。

当天午夜 11 时多， 洪水继
续猛涨，巡查中，邓瑞甫发现尖
嘴地区的一处洪水围困了 80 多
名群众， 有的群众拥挤在水塔
的石堤上，有的爬到树杈上，有
的蹲在屋脊上， 一阵紧接一阵
的呼救声不断传来， 情况十分
紧急。

在江面宽阔、 巨浪翻滚的
洪峰中，现场仅有的 4 只橡皮
船无法满足救援需要。 邓瑞甫

决定，立即带队去附近的农村
借用木船。

午夜 12 时左右， 邓瑞甫等
人沿着郑家溪至东阳公社先锋
大队、帅家坝江面划去，他们找
到一只停在江边的小船，拨正船
头，朝尖嘴奋力划去。 16 日凌晨
1 时 10 分， 正当邓瑞甫等人即
将到达被困群众处时，只见江面
上电弧光一闪，随即飘来一阵刺
鼻的焦味———就在这电弧光闪
射的一刹那，邓瑞甫不幸在江面
碰上高压电线，触电壮烈牺牲。

“现在是党和人民最需要我
们的关键时刻， 每一个共产党
员、 共青团员都要接受考验、带
好头， 为抗洪抢险做出贡献！ ”
这是邓瑞甫出发前留给干警们
最后的指示，而他，也用自己的
生命践行了这句誓言。

邓瑞甫牺牲后， 被四川省
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
1981 年 10 月， 被公安部追授
为一级英雄模范。 在如今的重
庆市公安局北碚分局， 邓瑞甫
的事迹传颂至今， 英雄的精神
正激励着一代代公安干警不忘
初心、奋勇前进。

（据新华社）

袁永康
用生命擦亮警徽

2018 年 4 月， 一位报社记者给袁永康一家
拍摄了一张“全家福”：他的妻子抱着外孙女坐在
沙发上，女儿和女婿也在一旁，而袁永康却定格
在 37 年前的照片里。

袁永康，男，1943 年 11 月出生，安徽省滁县
（今安徽滁州）人，1968 年 8 月，他从部队复员，
被分配到长江航运公安局江阴港派出所。

“他干起活来简直废寝忘食， 每天只睡五六个
小时，经常深夜才回宿舍，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在工
作。 ”曾与他同在黄田港口执勤的民警季礼庆回忆
道，当年黄田港是贯穿长江南北的交通要道，每天
有 1万余名旅客、2000余辆自行车、1000余辆汽车
在这里过江，经常有不法分子混迹其间。 为了维护
港口平安，袁永康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夜以继日积
累与钻研，练就了“火眼金睛”。 从到黄田港口执勤
至牺牲， 袁永康共抓获流窜犯罪分子 200余名，查
获被窃自行车 300余辆，被群众誉为“港口哨兵”。

袁永康以港口为家， 把群众当作家人看待。
在港口， 经常能看到他扶老携幼的身影。 一次，
一位迷路的老婆婆来到民警值班室求助，袁永康
不仅买来饭菜给她吃，还千方百计弄清她的家庭
住址，给她回家的路费。 1971 年的一天，一位过
江旅客失窃价值 500 元的财物，听到消息，正发
高烧在家休养的袁永康马上赶到港口，连续工作
几天，直至破案并追回被盗财物。

1981年 5月 12日上午 9时 30分左右，袁永康
在长江南北水陆交通枢纽黄田港口执勤， 将一名可
疑人员带至值班室审查。 犯罪分子突然起身用拳头
猛击袁永康太阳穴并用尖刀刺破其甲状腺动脉。

袁永康身负重伤却没有退缩，用尽全力紧紧
卡住歹徒的颈部， 并厉声警告他：“你逃不掉
了！ ” 然而， 身中 24 刀的袁永康最终因伤势过
重，英勇牺牲。 那时，他的女儿才 15 个月。

1981 年 6 月 30 日，江苏省人民政府追授袁
永康革命烈士称号；同年 7 月 16 日，公安部追授
其一级英模称号。

袁永康牺牲后被安葬在江阴市革命烈士纪
念馆。 每年清明节期间，江阴市公安机关都会组
织民警前往革命烈士纪念馆， 缅怀先烈丰功伟
绩， 牢记历史使命， 激励全体民警继承革命传
统，弘扬先烈精神，建设一流公安队伍。

“袁永康浴血斗歹徒的英勇壮举深深感动和打
动了我，作为一名刑警，我将牢记英烈事迹，弘扬英
烈精神，砥砺前行、努力奋斗，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
度的责任感战斗在侦查破案的最前线，用行动谱写
一曲曲侠肝义胆的铁血赞歌。 ”江阴市公安局刑警
大队大案中队民警季波泽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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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致敬英烈 为民族复兴而奋斗

12 2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2019年 9月 11日 星期三编辑 杨丽 美编 胡新荣 质检 王雪

14

12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