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重庆各项事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20182018年年99月月1313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责编责编 胡敏胡敏 美编美编 陆晓霞陆晓霞 责校责校 蒋国敏蒋国敏 陆晓霞陆晓霞 03

杨雪峰同志父亲杨运泉：

作为父亲，我为他感到骄傲

今天，大家在这里纪念雪峰、学习雪
峰，作为他的父亲，我感到非常光荣，内心
也十分欣慰。

我生于1947年，出身于一个农民家
庭。我小的时候家里非常穷，忍饥挨饿是
家常便饭。新中国成立后，有了党和国家
的好政策，我们家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
了。我的父亲经历了新旧两个时代，他用
他最真切的感受，经常教导我说，运泉，要
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使我们有了好的
生活，有饭吃，有衣穿，你长大了以后，一
定要当个解放军，去保卫胜利果实。1968
年，我满21岁就去参了军，参军以后，我就
始终记得父亲的话，要吃苦耐劳，要保家
卫国，要为国家做贡献。20多年的部队
生涯，无论是当战士，还是当干部，不管在
什么岗位、从事什么工作，我都把对党忠
诚、对国家忠诚、对人民忠诚作为自己做
人做事的准则，尽职尽责把工作做好，让组
织放心。

有了雪峰以后，他从小就跟我在军营
长大，我也像当年我父亲教育我那样，教
他做人做事的道理。他小时候，我经常给
他讲岳飞、董存瑞等很多英雄故事，要他
向英雄学习，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他长
大后，我对他说，做人要本分宽厚，做事要
认认真真，要学会珍惜现在，要学会对党
感恩。他遇到挫折时，我教他如何坚强；
他取得成绩时，我教他保持清醒；他生活
迷茫时，我教他相信党相信国家；他遇到
危险时，我教他不要害怕退缩。就这样，
在家风和学校教育的影响下，雪峰逐渐形
成了对党忠心、坚强勇敢、宽厚细致的品
行，在学校成绩优秀，在家里也是我们的
好帮手。慢慢地，雪峰从学校毕业参加工
作了。

公安工作辛苦繁重，而且还随时面临
不可预知的危险。我觉得这都没啥，我就
鼓励他说，好男儿，不在军营就在警营，放
开胆子去干就是了。

雪峰没有让我失望，他一心扑在工作
上，加班加点，节假日也很难休息，但确实
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从事公安工作21年，
换了6个岗位，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2次，7
次受到嘉奖，5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确实
是很不容易的。虽然他工作忙，但他总能
挤出时间来陪伴我们老两口，尤其是在我
们生病住院的时候，他都形影不离、跑前忙
后。他听到妈妈说洗碗时腰弯久了不舒
服，第二天就买来洗碗机，又在网上订做了
齐腰高的垃圾桶。为了我的康复，他加了
好几个专家公众号和病友群，抽空关注最
新医疗技术。都说忠孝两难全，但我觉得
他做到了。

大年初三雪峰英勇牺牲，作为父亲，
一开始我也很难接受，内心十分悲痛，但
也想到他对国家做贡献，给党和人民做贡
献，尽了他的一份责任。特别是我看了事
发当天的现场录像，他始终抓住凶手没有
放手，直到把凶手的刀打到地上，他是奋
不顾身和凶手进行了搏斗，为了不伤及无
辜群众，他死死没有丢手，直到坚持不下
去，就这点我就看到雪峰是一个好警察。
我作为父亲，我为他感到骄傲。他没有辜
负我的教育，没有辜负党的培养，他是好
样的！

他牺牲后，各级党委政府对我们都很
关心，党和人民又给了他这么高的荣誉，让
我很欣慰。我们的孙子震林正在上小学，
等他长大了，我就把他爸爸的故事讲给他
听，培养他成为一个像他爸爸那样的男子
汉。我们也会保重身体，把今后的生活过
好，让雪峰放心，让组织放心。

“时代楷模”、江北区观音桥街道老马
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

学习雪峰 再攀高峰

市委发出了向雪峰同志学习的决定，
我要带头学习，带头响应。我有四个心愿，
与大家分享。

第一，要学习雪峰再添动力。四年前
我也获得了“时代楷模”的称号，但是比起
雪峰同志我还有很大的差距。雪峰同志用
他的鲜血和生命，震撼了我的心灵，更使我
保持初心，是我与时俱进的强大动力。

第二，要献身事业义无反顾。我大半辈
子都献给了党的基层群众工作事业，我热爱
群众工作，三十年都保持满腔热情。为了提
高工作能力，我每天写笔记，每年写100篇文
章，基本上放弃了任何的娱乐。我现在虽然
工作繁杂，但内心非常平静；工作虽然很平
凡，但绝不平淡；个人虽然很渺小，但还是有
所作为。所有的牺牲精神都可以得到回报，
雪峰同志是用他撼天动地的精神来回答这个
问题，而我用滴水穿石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三，要坚定理想永葆激情。雪峰同
志用生命展现了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献
给人民的精神和崇高理想。我也一直坚持
马克思主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理想，纯洁心
灵，深化境界，永葆激情，干好工作。

最后是践行宗旨奉献人民。雪峰同志
是服务群众，温暖群众，保护群众的典范。
他的宗旨意识，敢于担当奉献的精神一定
能转化为我的实践。

我今后将在四个方面继承好雪峰同志
的遗志，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一是发挥
好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优势，做服务群众
的模范。二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展示正能量。三是帮助和带动更多小马成
长。最后用我的行为去激励更多的干部热
爱基层、扎根基层，建功立业。

全国优秀检察官、大渡口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五部主任梅玫：

向楷模学习 传递司法温暖

杨雪峰同志的事迹和精神给了我极大的
激励和鞭策，他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政法干警
的职业追求和时代风貌，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杨雪峰同志从警21年，始终坚守在公
安工作第一线，组织需要他在哪里他就到
哪里，恪尽职守，从不懈怠，他告诉我们什
么叫对党忠诚。他是大家眼中业务熟练的
多面手，作为基层干警，他敬业、精业，告诉
我们什么叫爱岗敬业。我们要向他学习，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
平正义，要敬业，更要精业，不仅要把案件
办准办好，明辨是非、定分止争、息诉罢访、
案结事了，还要能够结合办案发现的问题
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管理、创新治理，这
样才能在平凡岗位中磨砺成长。

人们亲切称呼杨雪峰同志为“暖警”，
他既彰显司法威严又传递司法温情，这正
是我们“莎姐”一直努力的方向。作为一名
政法干警，我们就应该让法律带有温度，让
群众通过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去接
受法律、遵守法律、信仰法律。作为一名基
层的“莎姐”检察官，我要以杨雪峰同志为
榜样，传递司法温情，使我们的“莎姐”在新
时代有新担当新作为。

杨雪峰同志是我们政法干警的一面镜子、
一面旗帜。我将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深学笃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忠实践行“人民检察为人民”的庄
严承诺，努力使“莎姐”成为人民群众在遇到法
律问题时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优质检察
品牌，既彰显司法威严又传递司法温情。

全国公安特级优秀人民警察、渝北区
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李作明：

继承发扬英雄遗志

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在用青

春书写自己的激情与梦想，人民警察更是
如此。和雪峰同志一样，我们都在竭尽所
能，用满腔热血、毕生追随捍卫“人民公安
为人民”的誓言。

去年5月19日，我有幸参加了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的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
集体表彰大会，亲耳聆听了总书记对全国
公安民警提出的“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
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从雪峰同志的
身上，我感到，他正是用实际行动践行“四
句话、十六字”总要求的杰出楷模，用忠诚
履职、无所畏惧诠释了人民警察的使命与
荣光，把生命定格在扎根基层、服务群众、
守护平安的永恒里，将“宏大叙事”的家国
情怀和伟大梦想，化作人民警察“具体而
微”的努力，用舍小家、顾大家的担当付出，
彰显对人民群众的殷殷大爱，展现出一个
忠诚、担当的“共产党员”和“人民警察”形
象，无愧于“时代楷模”的光荣称号！

学习雪峰同志，我想，就是要始终牢记
入党入警誓言，把对党忠诚的政治要求铭刻
在脑海中、融入到血脉里、落实到行动上。
就是要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力行
为民之举，把服务人民的宗旨情怀深刻体现
在工作的一点一滴中。就是要始终坚守正
义，把执法公正视为座右铭，不徇私情、临危
不惧，维护执法的严肃性。就是要始终坚持
清正廉洁，把纪律严明作为从警一生恪守的
基本准则，一身正气、淡看得失。

雪峰同志虽然走了，但是他的精神一
定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我们将循着他的
足迹，继承和发扬英雄遗志，忠诚履职，为
全力维护社会平安、百姓安宁不懈奋斗！

重庆市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共青团渝
中区委副书记刘畅：

学习时代楷模要体现在行动上

我通过电视、报纸、网站等各种方式了
解时代楷模杨雪峰同志的事迹，特别是在
观看了中央电视台时代楷模发布仪式后，
更加深了对杨雪峰同志的了解，有很多的
感受。一是对自己来说，学习杨雪峰同志
的先进事迹，是提高自身党性修养、筑牢自
身宗旨意识的有效方法，他为如何当好一
名优秀公务员作出了示范，是对我上的一
堂生动党课。二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学习
宣传杨雪峰同志先进事迹是弘扬正气、树
立标杆的重要途径。他不仅仅是个人典
型，他代表的是千千万万的公安干警乃至
整个公务员群体，应该更加广泛、鲜明地进
行宣传，让社会各界对基层公务员有更加
深入的了解。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干部，学习杨雪
峰同志先进事迹和优秀品质，就要体现在行
动上，反映在工作中。一是要更加深入地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以杨雪峰同志为榜
样，把为人民服务自觉融入到自己工作的每
一点、每一滴中去。二是要从本职工作出
发，紧紧围绕全市“两点”定位、“两地”“两
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求，深入贯彻落实

“三大攻坚战”和“八项行动计划”，为推动渝
中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三是坚
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不断强化宗旨意识，
坚持到一线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真正扑下
身子，扎扎实实做好分内之事。四是认真学
习杨雪峰同志一身正气、英勇无畏的精神气
概，培养自己敢于同社会上不良风气、丑恶
现象作抵制和斗争的勇气。

全国最美社区人物、大渡口区新山村
街道沪汉社区党委书记王迪：

传承遗志实现新作为

杨雪峰的事迹，让我们心生敬佩。这
次杨雪峰获得“时代楷模”称号，我们及时
组织干部群众观看了发布仪式，大家都表
示要缅怀英雄、学习英雄，在新时代肩负新
使命实现新作为。

7月中旬，杨雪峰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
走进大渡口，在他的妻子、战友、记者以及

服务对象的讲述中，一个平凡而又伟大、有
血有肉的杨雪峰在我们心中站立起来。当
天听完报告会，我回到社区就组织党员干
部学习，大家都明确表态，要学好杨雪峰的
事迹，做好服务居民的工作。下午，全体社
区干部到小区开展入户工作，又为居民群
众面对面宣讲杨雪峰事迹。59岁的居民浦
茵听完杨雪峰的事迹报告会，接受记者采
访时都还泣不成声，她说“以前在路上看到
交巡警指挥交通时都是不苟言笑，甚至冷
冰冰，没想到他为群众做了这么多实事好
事，得到大家的一致赞誉，这也改变了我们
对交巡警的偏见。”

我已经在社区一线工作13年了。从
2006年的西部志愿者到2016年我以社区
书记身份优选考上公务员，继续为基层群
众服务。我要学习杨雪峰扎根基层、忠实
履职的政治品格，心系群众、服务基层的人
民情怀，把上级交办的民生实事做实，把服
务群众的小事琐事做好，让党和政府放心，
让居民群众舒心，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也是文明城市创
建的基层单位。下一步，我们将结合杨雪
峰“时代楷模”精神，加强社区文化建设，提
升社区文明环境，提高社区居民道德素养。

重庆晚报记者郑友：

他用爱和信念留下无限温暖

杨雪峰是我11年记者生涯中，采访时
间最长、采访次数最多的一位报道对象。

2月18日，我接到报社采访任务后，立刻
赶往他遇袭牺牲的案发现场。第二天凌晨，
首篇题为《亲友追忆：他是“暖警”，是“暖男”》
的报道，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紧接着，我又
采写了《他救过的孩子找了他20年，如今也
是一名警察》的报道，转载量多达两百多万
次，很多读者都发出了对英雄的礼赞。

为进一步挖掘杨雪峰同志的先进事迹，
我又深入到了杨雪峰同志生前学习、生活、
工作过的地方，采访他的同事、亲人和服务
辖区的群众，我从了解他、懂得他到敬重他，
一步步地走进他的精神世界。在其曾就读
过的警察学校，我了解到他从警的初心；在
其曾工作过的单位，我得知他以身作则、冲
锋在前的方方面面；在与其亲人的沟通交流
中，我获悉了他孝老爱亲的点点滴滴；在其
服务辖区，我听到了他很多暖民心、解民忧、
护民安的好事实事。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杨
雪峰的精神深深打动着、感染着。杨雪峰，
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交巡警，凭着对职业的
热爱、对百姓的责任和担当，用内心的爱和
信念，给身边的人留下了无限的温暖。

后来，我又有幸作为报告人，参加了杨
雪峰先进事迹的全市巡回报告。从用笔记
录我听到的杨雪峰，到向大家讲述我心中
的杨雪峰，作为一名记者，我也更加深切体
会到了职业的崇高使命感和责任感。

逝者已然逝去，生者仍需努力。受杨
雪峰的影响，今年7月，我也庄严地写下了
《入党申请书》。在今后的采访生涯中，我
要更多地深入基层、走进群众，挖掘更多的
向善向上的人和事，努力做一名党和人民
信赖的好记者。

渝北区石船镇渝长社区党委副书记桂
全蓉：

杨警官是我们心中的好警察

中宣部追授杨雪峰同志为“时代楷
模”，是对他从警20多年来工作的充分肯
定，是我们石船的骄傲，我为家乡涌现出杨
雪峰这样的英雄人物而自豪。

雪峰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
员的使命担当，用生命践行了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一名社区干部，我
经常与派出所、公巡大队等辖区单位一同
开展工作，和雪峰接触、打交道机会比较
多，我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杨队。我耳闻
目睹了杨队身上展现出的执法认真、办事
踏实、待人真诚、温情暖心的作风。

（下转04版）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
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学习“时代楷模”杨雪峰同志先进事迹座谈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
事业需要榜样引领。9 月 11 日下
午，学习“时代楷模”杨雪峰同志
先进事迹座谈会在市委宣传部召
开。杨雪峰同志父亲杨运泉和来
自全市社会各界代表、先进典型，
共同缅怀杨雪峰同志，并就学习
他的先进事迹，弘扬他的高尚品
格作了发言。现刊登发言摘要，以
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