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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初心对党忠诚疫情就是命令做疾

风劲草投身总体战，担使命为民服务防控

就是责任当烈火真金洒血阻击战。”这是

河南省公安厅监管总队为雷明森撰写的

一副挽联。

“平凡、执着、奉献，是他的写照。”“他

担当有为、敢打敢拼，诠释了一名共产党

员对党的忠诚。”“他是我们的好兄弟、好

战 友 ，他 爱 岗 敬 业 ，是 我 们 学 习 的 楷

模。”……这是唐河县看守所领导和同事

对雷明森的评价。

5月 14日上午 7时 43分，唐河县看守

所值班室里，在 15天封闭执勤任务结束的

前一刻，民警雷明森因突发脑溢血，倒在

了战“疫”一线，年仅 50岁。

上午 8时本是他结束第四次封闭勤务

的时间，他已和妻子约好 ,跟许久没见的女

儿一起吃顿午饭。但他却永远离开了家

人，离开了坚守 14年的看守所，告别了奉

献出青春和热血 30余年的警察生涯。

5 月 15 日，公安部监所管理局、河南

省公安厅政治部、南阳市公安局政治部发

来唁电，向雷明森表示沉痛哀悼。对雷明

森长期战斗在公安基层一线，为维护国家

安全和社会稳定作出的积极贡献，特别是

在疫情防控期间，坚守岗位，为监所安全

作出的积极贡献给予肯定。

260 余次在押人员的体

温测量情况、13 个监室全部

进行清洗消毒、22 人次重点

谈心谈话……5月 13日的值

班日志上，记录了雷明森临

走前满负荷的工作状态。每

天这样超负荷的工作，从疫

情防控阻击战开始以来，雷

明森一直在坚持。

春节前夕，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做好看守所疫情防

控工作尤为重要。看守所作

为在押人员集中关押场所，

人员成分复杂，既有涉嫌暴

力犯罪的各种重刑犯、死刑

犯，也有社会普遍关注的黑

恶犯罪团伙成员，如果不能

把疫情阻止在监墙之外，一

旦传入监区，后果不堪设想。

“我请战，坚决战斗到

底！”1 月 23 日，疫情防控阻

击战打响后，作为一名党员，

雷明森不顾身体疾病，第一

时 间 向 组 织 递 交 了“ 请 战

书”。

“当时我劝他，几十岁的

人了，还患有高血压，让他再

考虑考虑。他非常坚决，称

血压高可以吃药，现在正是

全国上下抗疫的关键时刻，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

名人民警察，不能缺席。”唐

河县看守所所长李振孟回忆

起这一幕，感慨不已。

为了确保监区免受疫情

冲击，唐河县看守所迅速启

动“三个三分之一”的战时封

闭勤务模式，即三分之一警

力在监区封闭执勤、三分之

一警力在监区外隔离备勤、

三分之一警力休息，轮换周

期为 15天。特殊时期，警力

分批上岗执勤导致在岗警力

减少，平均一名管教民警每

天要承担 100多名在押人员

的管理教育，对重点人员进

行谈心谈话，还需要承担每

天上下午两次测量在押人员

体温、监区消毒等防护职责，

工作任务倍增。

雷明森进入监区开始执

勤后，每天一大早即安排在

押人员测量体温，下午进行

第二次测量，哪个在押人员

的体温出现微小波动，他都

要反复测量，生怕出一点差

错。当时正是春节，在押人

员心理情况复杂，情绪波动

较大，雷明森每天戴着口

罩、穿着防护服，保持安全

距离对在押人员进行集体教

育，对情绪不稳定的人员耐

心询问原因，讲解法律法

规，讲解疫情防控形势，关

心在押人员吃饭、学习、睡

觉等情况，对每名在押人员

的身体和心理状况做到了如

指掌。他还总是尽最大努

力，在不违反管理制度的情

况下给在押人员提供力所能

及的帮助，化解他们的心理

压力。

而他本身患有心脑血管

疾病和高血压，本来每年春

季都需要到医院检查治疗，

但抗击疫情期间，雷明森没

有向单位任何人提起过，把

检查治疗的时间一推再推。

通过他的努力，所包监

室没有出现一例发烧人员，

监 室 在 押 人 员 秩 序 井 然 。

2020 年 4 月，因在抗击疫情

中表现突出，雷明森受到南

阳市公安局嘉奖。

他第一个递交“请战书”

“你给我了温暖，让我感觉到被尊重，

没啥遗憾了。”这是被判处死刑的宋某，临

刑前对雷明森真诚感谢的话语。

成长在不完整家庭的宋某，性格孤僻和

顽劣，在一次生活琐事矛盾中，将对方杀死，

宋某被羁押后，一直不服从管理，并悲观厌

世。雷明森详细了解了宋某的生活和作案

情况后，不断给予其关心和关爱，并适时从

人生哲理等方面引导宋某正视现实，承担法

律后果。最终，宋某感受到了雷明森的尊

重、善意和温暖，逐渐转变了心态，有什么想

法都会第一时间和雷明森交流。

“他一直带着深厚的感情做管教工作，

深得在押人员的信任。因此，我们一直放

心地把一些重大刑事案件嫌疑人交给他管

教，而他也不辱使命，在监区负责管教任务

的整整 7年，把管教工作作为‘责任田’，努

力保证所管教的在押人员不出现任何问

题。”谈起监区的工作，李振孟对雷明森赞

不绝口。

雷明森认为在押人员同样需要被尊

重，特别是被羁押后，心理受到影响，若不

正确引导，势必会造成不良后果。于是，他

总是认真倾听每一名在押人员的心声，及

时从细处关心和关爱在押人员。

90后犯罪嫌疑人程某，因感情问题实

施抢劫，被羁押后一直欲寻短见，并拒绝配

合侦查。雷明森从父母期望、个人未来成

长等方面，引导程某争取早日接受法律处

罚、早日回归正常生活，从而激起了程某对

未来生活的向往，促使其主动承担责任。

“2017年 10月 20日，雷明森在跟一名

新入所的涉嫌故意杀人的嫌疑人张某首次

谈心时，发现他情绪不太稳定。深夜下班

回家后，雷明森越想越不放心，凌晨又返回

监区查看。果不其然，我们在监室中发现

张某正在写遗书，赶紧做他的思想工作，消

除了隐患。”唐河县看守所教导员邓锋章对

雷明森高度负责的态度，敬佩不已。

今年初，监区新进一名涉黑涉恶人员

吴某，多次出现不良情绪，所领导把吴某交

给雷明森管教。雷明森每天给吴某做思想

工作，耐心沟通交流，每天陪着吴某，直到

吴某情绪平稳，避免了不良后果，维护了监

所的秩序和安全。听说雷明森不幸牺牲

后，吴某哽咽地说：“我永远记得雷民警的

恩情，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管教工作需要与各色犯罪嫌疑人打交

道，雷明森因人而异、因人施策，在特殊的

岗位上敬业奉献，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多次

被抽调到省、市监管系统参与特殊在押人

员的管教工作。他所管理的监室多次受到

看守所领导表扬，他个人也先后荣立个人

嘉奖一次，多次获评“优秀公务员”“先进工

作者”等荣誉称号。至今，三名已被法院判

决死刑的犯罪嫌疑人中，雷明森还负责其

中两人的管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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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明森到看守所工作之前，曾经做过多

年的巡警和派出所民警。走访、排查、蹲

守……这些都是他侦查破案的“笨办法”，但

雷明森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地利用这些“笨

办法”，对一些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案件，毫不

含糊地办理，敢打敢拼无畏困难，全心守护

了一方安宁。其间，他共参与侦办各类案件

80余起，抓获嫌疑人 120余名。

1995年夏天，唐河县桐寨铺镇连续发

生 20余起抢劫案件，均系两名青年深夜抢

劫运输小麦秸秆的货车司机。时任桐寨铺

派出所民警的雷明森对此类案件进行综合

分析，并采取最原始的“笨办法”，在案件高

发时段、高发路段连续蹲点，终于发现嫌疑

人踪迹，将田某和李某抓获，维护了正常生

产秩序。

2004年春夏之交，唐河县城区发生多起

入室盗窃案件。时任巡警大队民警的雷明

森，主动在夜间进行巡逻防控，并于当年 5月

1日凌晨 3时许在新春路发现一名形迹可疑

的男子，对此人进行盘问后，发现该人神情

慌张，且身份不明，立即对其进行控制。随

后，雷明森等巡警仔细对周围居民区进行巡

查，发现附近一居民楼墙外靠着一个竹梯

子，且靠梯子的窗子敞开，疑似有窃贼，于是

迅即进行包抄。楼上窃贼见已无路可逃，企

图从二楼跳窗，被雷明森等人就地擒获，并

从其身上搜出匕首、手电筒以及刚刚盗窃的

手机一部。雷明森将二人的行径与当时县

城区发生的多起入室盗窃案件结合，经过对

二人进行审查后，顺线追踪，深挖犯罪，彻底

打掉这个涉案 10余人、在县城区疯狂作案的

特大盗窃犯罪团伙，破案 43起，追回被盗摩

托车、手机、电视机、烟酒、现金等总价值 30
余万元。

每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雷

明森总是冲锋在前，以平凡坚守和勇敢无

畏践行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2005年 6月 5日下午 2时 42分，一辆满

载 15吨汽油的油罐车行驶至 312国道唐河

大桥西侧时，司机为紧急躲避对面行驶而

来的车辆，操作不当，造成车覆罐倾，所载

汽油当场起火，随时可能爆炸，直接威胁着

唐河大桥和一桥之隔的西关加油站，威胁

着 312国道车辆和行人安全，附近的风山植

物园也面临着灭顶之灾。正在辖区巡逻的

雷明森立即赶往现场，当时浓烟滚滚，火光

冲天，围观群众上千人，堵塞车辆长达 5公
里。雷明森与巡警大队成员一起冲过铺满

路面的火苗，拉起警戒带，迅速疏散围观群

众和堵塞的车辆。他不顾烟熏火烤，前后

奔跑，与巡警们一起以血肉之躯组成人墙，

挡在火灾现场周围。之后，雷明森等巡警

又会同消防部门深入中心现场灭火，下午 4
时 40分，大火终于被扑灭，一触即发的油罐

被冷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被避免。随

后，雷明森等人又及时投入现场清理工作，

不怕滚烫的车身，不顾现场杂乱的灰迹，争

先恐后背来沙袋，对余火全部进行了封盖，

通过两个小时的现场处置，及时保证了 312
国道正常通行。晚上 7时 40分，坚守了整

整 5个小时的雷明森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和

满身汗水、灰尘返回了队部。

“我大哥像我的父亲一样，忠厚朴实，他

选择了走父亲的路，也继承了父亲的遗志。

我们的父亲也是一名公安民警，一辈子兢兢

业业，忠诚为民，大哥没有给父亲丢人，是我

们兄弟学习的榜样。”5月 18日，在唐河县公

安局为雷明森举办的先进事迹座谈会上，雷

明森的三弟悲痛但坚定地为大家介绍。

一直对在押人员、案件受害人关心关

爱有加的雷明森，却总是无暇陪伴家人，屡

屡缺席团聚。

“你把在押人员管理得那么安全，但怎

么就不会照顾好自己？”雷明森年近 80岁的

老母亲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后，悲痛得昏

迷了三次，每次醒来就这样“埋怨”儿子，一

直不愿接受他离开的现实。2019年，她曾

经突发脑梗，雷明森由于接连忙于国庆安

保等重大任务，无暇顾及，只能委托妻子等

家人陪护。

“虽然早已习惯生活中没有他，但总觉

得他在。现在就这样一声不吭地走了，留

下我和女儿怎么办？”得知噩耗后，雷明森

的妻子杨玉霞一直在反复追问，并怀念他

的好。“他总是说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

让我理解。可能是为了弥补对家人的亏

欠，他总是起大早把一天的菜都买了，晚上

下班，再晚也要把全家的衣服都洗了。在

牺牲的前一天晚上还给我报了平安，因为

半个月没见我和女儿，约好下班的时候一

起吃顿午饭，没想到就这样去了……”

“爸爸，你说过等我考进全年级前十

名，我们全家人一起出去旅游，可我一直在

全年级排名靠前，你怎么没实现诺言就走

了？”正在上初二的小女儿，成绩一直保持

全年级排名前十，但全家旅游的梦想一推

再推，甚至还没来得及照一张全家福。

座谈会结束时，唐河县政府党组成员、

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化舵说：“雷明

森同志作为一名普通民警，始终在基层一

线岗位上踏实努力、埋头苦干，日复一日地

默默付出，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用生命诠

释了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对工作的

执着。在全面决胜小康的关键之年，我们

将以雷明森同志为榜样，恪尽职守、敬业奉

献，努力推动唐河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持

续高质量发展。”②8

他把管教工作当成“责任田”

敬业不辱使命

他敢打敢拼冲锋在前

他总是无暇陪伴家人

雷明森

社会各界群众送别雷明森

雷明森同志先进事迹媒体采访座谈会雷明森（右三）生前为数不多的影像

守护一方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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