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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深情讲述；台下，泪眼婆娑。
10月15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礼

堂的大屏幕上，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交
巡警支队石船公巡大队副大队长杨雪峰，腰
配警用装备，双手向左平伸，双目炯炯有神
——生命的画面在此定格为永恒。

年仅41岁的杨雪峰，在执行春运交通安保
任务中，突遭暴力袭击。为防止歹徒伤及群众，
在腹部颈部连中数刀的情况下，他毫不退却，与
歹徒拼死搏斗，终因伤势过重，英勇牺牲。

“杨雪峰用生命化作路标，指引着我们
前行的方向！”一个个质朴闪光的故事，戳中
听众泪点。大家深刻地感受到他对群众、对
事业、对亲人的炙热情感，感动于他短暂而
精彩、平凡却英勇的一生，更感佩他用爱铸
就生命的不朽丰碑。

但英雄的诞生，从来没有偶然。60分
钟的报告会上，一个有血有肉的杨雪峰出现
在大家眼前。

“在我的印象中，雪峰干练朴实，做事认
真，浑身上下充满了奋发向上的干劲，什么事
都要努力做到最好。”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
政委卢政清楚地记得，杨雪峰的笔记本中有
这样一段话：“一定不要轻视工作中的那些小
事。做大事的人都是从全心全意做好一件件
小事中成长起来的，高尚的情操也是从看似
平凡的小事中培养起来的。”

正是这样，杨雪峰坚持从小事做起，执
着钻研，把平时经手的典型案例一个个记录
下来，与法律法规一一对应，做成“口袋书”
分享给战友，被大家称为“杨百科”。

作为交巡警的杨雪峰始终把群众的小事
当成自己的大事，竭尽所能暖民心、解民忧、
护民安，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暖警”。渝北区
石船镇太洪村村民唐兴奎回忆过往，难掩悲
伤之情。他曾因私家车没有年检被杨雪峰拦
下，还因为对法律的不熟悉，以为要被罚款冲
杨雪峰发火。但杨雪峰只是心平气和地跟他
讲述不年检的隐患，还让他留下电话号码和
车牌号，嘱咐他3天内必须去把年检办了。

“我当时觉得，自己运气太好了！”唐兴
奎说，事情一忙，自己把检车的事给忘了。
没想到的是，第三天下午，杨雪峰专门打来
电话提醒他。想起当时自己对杨雪峰的态
度，唐兴奎心里很是过意不去。但也正因为
这件事，唐兴奎改变了对交巡警的成见。“这
样的警察才是真心为群众好啊！”如今，唐兴

奎当上了石船镇义务普法志愿者了，经常给
街坊宣传交通安全常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杨雪峰的事迹也
令现场公安干警感慨不已。“杨雪峰虽然人生
短暂，但很有厚度和温度，他的经历告诉我们，
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
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北京市公安局政
治部党建处（宣传处）副处长刘明深有感触，

“杨雪峰的事迹很好地阐释了什么是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像杨雪
峰那样，始终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不负人民，不负新时代。”

在渝北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石船大队大
队长黄长富眼中，杨雪峰特别有担当和责任
心。“雪峰从不说豪言壮语，但他关键时刻冲
得出来，危难时刻豁得出去。”黄长富清楚地
记得，面对出租车着火、油箱随时可能爆炸
时，雪峰全然不顾，一边疏散群众，一边奋力
扑救，被大火烤焦了头发、烫起了水泡，也没
有后退半步，最终和战友们一起将大火扑灭，
群众无一受伤；当重庆连续暴雨，水漫大桥，
需要警示路人时，雪峰主动请缨，在瓢泼大雨

中守护了24小时；当清理辖区路障，山体突
然垮塌情况危急，他一把将战友拽了出来；当
父亲得了癌症，在办公室的记事板上，杨雪峰
写的却是“慰问困难民警；杨斌女儿生病，抽
时间去看望”……

“他就是这样，总把自己的事先放一边，
把战友的事时刻挂在心上。”黄长富深情地
述说，让现场听众为之动容。

听着人们的深情回忆，同为报告人的黄雅
莉不时擦拭泪水，回忆和杨雪峰相爱相守的
16年，她动容地说，“嫁给雪峰，我很幸福。”

杨雪峰孝顺父母，热爱工作，处理问题既有
底线原则，更有温度情义。他也以自己独特的
方式表达对爱人的深情。黄雅莉回忆说，有一
年她生日，雪峰预订了一家餐厅，准备执勤结束
后一起庆祝。下班后，当她赶到那家餐厅坐下，
透过玻璃窗，突然看见雪峰正在忙碌地指挥交
通。原来，这里正对着他执勤的路口。“我一下
明白了，这是他给我的惊喜，他是想用这种特殊
方式陪我过生日啊！”大爱无言！现场聆听的人
们无不被铁血男儿的侠骨柔情打动。

一个普普通通的基层交巡警，为什么在

生死关头会选择殊死搏斗？为什么牺牲后
会赢得了这般敬重？沿着杨雪峰成长轨迹
深入采访，重庆电视台记者杨曦以记者的视
野解读英雄的选择。“在杨雪峰的字典里，

‘人民’二字格外醒目、分量最重。”她说，杨
雪峰让我们看到，心中有人民，肩上有责任，
行为才会有担当。党员干部只有深入践行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才能不负党和人
民的重托，成就一番宏伟事业。

报告会引发了听众更多的共鸣。“这是一
次直击灵魂的报告，很感动，我多次落泪。作
为一名机关干部，我明白了真正服务老百姓，
还得靠基层民警做好点点滴滴。”公安部机关
某局政治处副主任廖鑫感慨。

“报告会让我了解了杨雪峰的一生，他
的从警历程告诉我们，不管我们身处什么岗
位，无论职位高低，无论能力大小，只要立足
本职、努力奋斗，就能在平凡岗位上成就不
平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大二学生马天睿
表示，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他将把杨雪
峰作为榜样和标杆，争当一个扎根基层、勇
于担当、无私奉献的干警。 据重庆日报

用爱铸就不朽丰碑
——杨雪峰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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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政委卢政：

把忠诚镌刻在心底
今年2月

18日，农历正
月初三，到处
洋溢着节日的
喜 庆 。 上 午
11点20分，我
突然接到指挥
中心电话：“石
船大队副大队
长杨雪峰在执
法中被歹徒刺
伤 ，正 在 抢
救！”在火速赶
往 医 院 的 途

中，又接到雪峰不幸牺牲的噩耗。那一刻，
我简直不敢相信，多好的战友兄弟，怎么说
走就走了呢？

在我的印象中，雪峰干练朴实，做事认
真，浑身上下充满了奋发向上的干劲，什么
事都要努力做到最好。

警校毕业后，雪峰分配到沙坪坝区交警
队，队领导问他：“想留机关，还是到基层？”
雪峰毫不犹豫地说：“哪里最需要，就到哪里
去。”看到执勤的路段中巴车超载、乱停、抢
客现象比较突出，安全隐患大，群众怨声载
道，雪峰下决心整治。他一面在车站、社区
张贴宣传单，公布举报电话；一面在重点路
段设卡纠违，骑着摩托车来回巡查。

当时不少人打招呼、说人情，有的甚至
告黑状、打匿名电话威胁，雪峰都不为所动；
有的车主悄悄递上现金，他都严词拒绝；当
10多名违法驾驶员到办公室“讨说法”，他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让他们接受了处
罚。

雪峰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让道路
拥堵，就是不给群众心里添堵！”他被群众亲
切地称为“暖警”。

2010年，雪峰调到渝北分局。任两路
大队副大队长期间，他在安全隐患排查时发
现，辖区笃信实验小学地处交通干道，周边
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因缺少人行过街设施，

给1000多名师生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他立
即协调市政、街道等单位现场办公，仅用3
天时间就解决了问题，学校和家长十分感
激。

杨雪峰把平时经手的典型案例一个个
记录下来，与法律法规一一对应，做成“口袋
书”分享给战友。大家在执法中遇到问题，
都习惯问他：违章处罚依据是哪一条，处罚
代码是多少，疑难事故责任怎么认定……他
总能准确答复。雪峰正是在一桩桩、一件件
平凡的小事中，炼成“百科”，在平凡岗位实
现了大作为。

2016年10月，雪峰被调到离主城50多
公里的石船大队任副大队长。石船镇依路
而建，国道319、省道101在这里交叉，车辆
都散停在路边，一到赶集天人车混杂，十分
拥堵。

雪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走街串
巷，梳理出全部堵点，重新规划通行线路，绘
制出交通路线图，还和街道社区一起设置集
中停车点，带领民警开展“分组式纠违”和

“联合式执法”，组织社区干部、志愿者一起
维护交通秩序。经过努力，场镇的交通状况
得到了极大改善，成功化解了这个长期困扰
石船交通的“老大难”问题。

21年从警生涯，6次调换岗位，从中心
城区到偏远乡镇，从基层到机关再到基层，
雪峰始终勤勤恳恳、无怨无悔，参与侦破案
件近300起，处理交通警情2万余起，没有一
起群众投诉，先后荣立三等功2次、嘉奖7
次，5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是大家心目中
名副其实的标兵和榜样。

雪峰牺牲后，我负责安抚他的父母。两
位老人年过七旬，又长期抱病，我最担心他
们承受不住这么沉重的打击。没想到，老人
非常坚强，反而叮嘱我，请转告咱们的民警，
一定要保护好自身安全，一定不要再让自己
受到任何伤害，你们都要平平安安的啊！正

是有这样心怀大爱的父母，才培养出雪峰这
样忠诚事业的热血英雄！

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分局交巡警支队石
船大队大队长黄长富：

用担当扛起责任
雪峰是我

并肩战斗的好
战友、情同手
足的好兄弟。
至今，我都不
相信他已经离
开了我们。

我们石船
大队距主城区
50多公里，辖
区4个镇79个
村，通车里程
1057 公里，只
有9名民警，交

通管理任务很重。2016年，雪峰调到我们
大队任副大队长，我特别高兴。

记得雪峰刚来的那一周，辖区连续出
了两起交通事故，一死一伤。看到家属悲
痛欲绝，雪峰很难受，决心要抓好交通安全
宣传，避免群众因缺乏交通安全知识造成
生命财产损失。一个多月，他吃住在单位，
跑场镇、巡公路，辖区有多少条路，哪些路
在哪儿交叉，哪些路段容易出事，他都记在
了笔记本上，还整理辖区近年来发生的典
型事故案例，配上现场照片和温馨提示，自
编了安全出行顺口溜，什么“摩托车，肉包
铁，遇到擦挂就流血”“农村道路不好走，小
心开车是高手”，做成宣传单，挨家挨户地
去发放。

想到有些乡亲不识字，他就把常用交规
画成一看就懂的图画，乡亲们很受触动，好
多村民都说这下总算弄明白了。2017年，

我们辖区交通事故发生量同比下降了20%。
雪峰从不说豪言壮语，但他关键时刻冲

得出来，危难时刻豁得出去。去年夏天的一
个中午，格外炎热。雪峰处理完一起交通事
故，刚回到办公室，就听到外面有人喊，“出
租车着火了！”他毫不犹豫拎起灭火器冲了
出去。当时，火苗已蹿出引擎盖，并向车身
扩散，油箱有随时爆炸的危险。雪峰全然不
顾，一边疏散群众，一边奋力扑救，被大火烤
焦了头发、烫起了水泡，也没有后退半步，最
终和战友们一起将大火扑灭，群众无一受
伤。事后，我说雪峰：“你胆子太大了，也不
怕油箱爆炸！”他笑着回答：“当时情况紧急，
也没时间想那么多了。”在他心中，群众的利
益高于天，群众的安危重如山！

去年7月，重庆连续暴雨，渝北御临河
水漫金滩大桥，如果车辆误入，极有可能发
生险情。雪峰主动请缨，拉起警戒线实行交
通管制，在瓢泼大雨中守护了24小时。

接到辖区统黄路、石统路树木折断阻碍
交通的警情，雪峰又带领战友奔赴抢险战
场。就在和战友们清理路障时，公路上方的
山体突然垮塌，情况危急，他大喊一声：“快
闪开！”一把将战友拽了出来。刚撤离至安
全区域，泥石流瞬间淹没了公路。去年重大
安保任务期间，民警潘亚军的孩子病了，雪
峰知道后，立即让亚军回家照料孩子，把他
手头的工作揽了过来。

后来我们才得知，那个时候雪峰的父
亲患了癌症，也在住院治疗，可他一个字都
没跟我们说。他就是这样，总把自己的事
先放一边，把战友的事时刻挂在心上。直
到牺牲的那一天，他办公室的记事板上，还
清楚记录着：“慰问困难民警；杨斌女儿生
病，抽时间去看望”……字字句句都是对战
友的深情厚谊，这份真情永远珍藏在我们
的心里。

（下转04版）

用热血书写忠诚 用生命守护平安
——学习“时代楷模”杨雪峰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