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夏天， 一名从凯里学院

体育专业毕业的大男生拨通了远在

河南父母的电话。

电话里，这个男生告诉父母，他

决定报考人民警察。 母亲说：“男儿

有志向，就要报效国家，支持。 ”

这个男生便是马金涛。 这通电

话，让这位英雄走进了贵州贵阳。

在贵阳市花溪区明珠大道周

边，有一家羊肉粉店，店主是马金涛

的父亲马绍军。

昨日上午， 记者走进羊肉粉店

时， 马金涛的母亲范翠玲正坐在一

张铁炉旁， 这里曾经是她每天等待

儿子下班回来的地方。 马金涛的同

事告诉记者，在小马警官牺牲后，老

人每天都吃不下饭，终日以泪洗面。

记者了解到， 马金涛来自河南

省漯河市临颍县高村， 家中还有弟

弟妹妹。 身为长子的他，从小就知道

帮助父母承担起家庭责任。

“不到 7岁时，他为了帮家里看

守西瓜地，在田里睡了一个多月，哼都

没给我们哼过一句。 ”范翠玲告诉记

者， 马金涛小时， 父母在田里忙着干

活， 他就在家里给弟弟妹妹做饭，照

顾弟妹的生活。 有一次，他听人说晚

上田里的西瓜容易被偷，便带着一只

狗，跑到西瓜地里去日夜看守，晚上

困了，就睡在一辆坏掉的三轮车里。

从小便深知父母辛苦的马金

涛， 童年时曾告诉过父母：“我以后

不要打工，我要好好学习。 ”

“有一次我看见他坐在树上发

呆，便问他在干什么，那么小一个孩

子就给我说‘在思考以后的路要怎

么走’ ” ， 回忆起儿子生前的点滴，

范翠玲忍不住泪流满面。

2009年， 马金涛考入贵州凯里

学院体育专业。因为体恤父母来回奔

波劳累， 他独自坐了 30多个小时的

火车来到贵州，开始他的求学之路。

“刚去学校时，我们给他塞了几

千块钱，后来，他几乎没再给我们要

过钱， 尤其是大三以后， 所有的学

费、零花钱都是他自己去挣来的。 ”

马金涛的父亲马绍军说，从小起，他

就经常给马金涛说， 做人做事要踏

踏实实，后来他也的确做到了。

进入大学第一年， 马金涛就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献身社会主义事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是我入党的

唯一动机，也是我以后行动的方向。 ”

大学四年里，马金涛积极投身公

益事业， 组织和参与青年志愿活动，

服务内容包括义务家电维修、义务植

树、支教、支农、看望孤寡老人、关爱

留守儿童等。 同时，他还担任了体育

学院学生会主席、校青年志愿者协会

会长，被评为全省高校“优秀学生干

部” 、“凯里学院社会实践活动先进

个人，并获得国家奖学金奖励。

2013年， 从学校毕业的马金涛

心怀公安梦，报考了人民警察职务。

这个决定得到了父母的支持。 同年，

他报考成功， 成为贵阳市花溪公安

分局贵筑派出所的一名民警。

“他参加工作时，我也晓得警察

行业危险，所以我就给他说‘出去办案

子的时候要小心，多带点人，哪个晓得

……”马绍军深吸了一口气说。

因为怕父母担心，马金涛很少给

父母说起自己的工作， 但是每隔两

天，他都会打电话问问父母。 “有一

次我还问他， 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他说我就是想问问你。 ”范翠玲说。

随着父母年纪的增大，自己工作

的稳定，马金涛一直希望着父母能够

安享晚年，不再辛苦种地。 2017年，

在马金涛的劝说下，父亲马绍军来到

贵阳市花溪区开了一家羊肉粉店，母

亲有时也会来贵阳看望儿子。

2018年 11月，范翠玲再次来到

贵阳， 与丈夫儿子度过了一个月，这

也是她与儿子团聚的最后一段时光。

2018年 12月 20日， 马金涛在

与涉毒犯罪嫌疑人搏斗过程中牺牲。

当晚， 才回到河南没多久的范翠玲，

收到了马金涛同事的电话。同事不忍

告诉老人马金涛已经牺牲的消息，担

心老人无法独自承受，只是称马绍军

腿骨折了，请她赶紧来照顾。第二天，

当范翠玲到达贵阳后才得知了真相。

“当时我们去机场接她时，她还

不知道，一直在问我‘怎么小马不接

电话，是不是出事了’ ，我真的无法

给她开口。 ” 马金涛同事邱辰说。

“出事前一天，他还和我打过电

话，晚上我们还开视频，结果隔天他

就不在了。 ” 范翠玲双眼通红，身边

的纸巾湿了一张又一张。

马绍军说，在他心里，儿子马金

涛从未离开过，只是去上班了，到了

晚上，他或许就会回来。

小马警官的事迹传开后， 引发

了社会各界的自发悼念与深切缅

怀，先后有 10 万余人前往殡仪馆吊

唁，网友自发在互联网上发起“向英

雄致敬” 的悼念活动，参与人数高达

40余万。

各大媒体平台上与马金涛相关

的报道阅读总量超过 3 亿次， 网友

更贴 10 万余条。 与此同时，许多市

民也了解到马绍军的羊肉粉店，自

发来到店里看望老人，进行捐款；还

有的市民找到马金涛的同事， 托其

将捐款交给马金涛的家人， 这些行

为让马金涛的父母感动：“我觉得我

的儿子做得对，我为他骄傲。 ”

马金涛生前非常希望父母能够

都来贵阳， 一家人团聚。 在他牺牲

后，马绍军与范翠玲决定定居贵阳。

“他曾经给我说过好多次他喜欢贵

阳，觉得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好，

现在他也是走在这片土地上， 所以

我们也不走了，就留在这里。 ” 马绍

军说， 这也是他们作为父母与儿子

团聚的方式。

■本报记者 李慧超 陈佳艺

爱心：

■新闻速递

心愿：

亲情：

大学四年期间

热心公益事业

追忆英雄马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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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房通知

贵阳市南明区晒田坝干休所（补征用地）

土地储备项目被征收（搬迁人）：

我司实施的贵阳市南明区晒田坝干休所

（补征用地）土地储备项目，涉及安置在“观水

国际” 安置点的被征收（搬迁）人，定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至 2019 年 1 月 25 日集中交房，

请上述被征收（搬迁）人持征收（搬迁）补偿

协议原件、身份证原件、户口本，到“观水国

际” 安置点现场办理入住；委托他人代为收房

的，请同时携带经公证的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人

身份证原件。

上述被征收（搬迁）人超期过渡费发放截

止至 2019年 1月 15日。

贵阳兰祥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 1月 9日

老酒出手不宜等 此时变现不吃亏

北京茅台收藏馆年终答谢宴火热进行

隆冬时节，贵阳天寒地冻，贵阳天怡豪生酒店七层

黄杨厅内暖意融融，北京茅台收藏馆在这里举行的老酒

变现活动进入年终冲刺阶段，收藏馆为市民精心准备的

年终盛宴开展得如火如荼，市民老酒变现也迎来了最佳

时机。

2018 年老酒市场出现了重大变化， 特别是进入今

年四季度，老酒价格下行趋势日益明显，这在老酒拍卖

市场上反映最为明显。 市场的震荡也让市民们对老酒何

时变现产生种种疑问。 这两年间，老酒市场逐步进入了

理性正规的轨道，老酒价格基本稳定。 今年价格下降通

道开启后，未来价格走低的趋势更为明朗。 老酒价格不

是与收藏年限成正比，起决定因素是多方面的。 单瓶老

酒在市民手中保存难度大，价值很容易缩水，如果全部

聚集到收藏馆进行展示陈列，那将会发挥聚沙成塔的效

应，对弘扬老酒文化意义重大。 收藏馆愿意为此付出较

高的代价去收购散落在市民手中的老酒。

此次， 北京茅台收藏馆正在开展的年终答谢盛宴，

并没有因为老酒市场价格的下行而调低收酒的价格，而

是在保持原来收酒价格的同时，相应的礼品赠送、现金

奖励等活动照常开展。 但此举毕竟只是暂时的行为。 如

果市民错过年底的这个机会，等到明年不仅老酒的价格

下降，相应的优惠活动也将没有，市民损失的将是真金

白银。 在观望中往往会丧失变现的最佳时机，在等待中

只能损失更多的现金。 有变现需求的人不妨先到收藏馆

看看再决定，这里有令你满意的变现价格，有多项礼物

现金赠送活动，有专业热情的专家接待，老酒变现宜早

不宜迟，北京茅台收藏馆这里是更高的价格、更优的服

务、更好的机会，等着你！

地址：枣山路 95号天怡豪生大酒店七层黄杨厅。

乘车路线：1、10、33、41、51、53、71、72、209 路黔灵

山公园站下车就到。

咨询电话：13765833586

广告

英雄马金涛的无悔从警路

工作繁忙，他在派出所里过生日

幼时看瓜地

田里连睡一个月

责任：

牺牲前一天

他和母亲视频聊天

他曾告诉父母

很喜欢贵阳

本报讯 今年的 1 月 10 日是全

国第 33 个“110 宣传日” ，为向市

民展示贵阳公安在新时代的新风

貌、新担当、新作为。昨日上午，贵阳

市公安局在筑城广场南广场开展了

以 “警民牵手 110， 共创平安应大

庆” 为主题的宣传日活动。

当日活动现场， 来自贵阳公安

的一线民警为市民表演了以警营生

活为主题的歌舞、 诗朗诵等节目，民

警们通过有奖竞猜、发放宣传资料等

形式，向市民普及防诈骗知识。同时，

贵阳市公安局的特警队员们在现场

展示了部分警用设备， 身穿吉利服、

手持 98K的真人“吃鸡”装备体验活

动吸引了不少市民上前参与。

活动过程中， 一块介绍贵阳市

报警系统的展板引起市民关注，展

板上介绍称，除传统的电话报警外，

贵阳 110 还新增了短信报警、 微信

报警（视频互动报警）、金融报警、

万物互联报警、 人脸识别报警等多

种报警方式。

“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能多走

进社区。 ” 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她

从现场的展板上学习到了新的报警

方式， 认为这样的宣传方式拉近了

警察和民众之间的距离， 能学到许

多防诈骗知识。

据悉，贵阳市公安局 110指挥中

心建设完成了贵阳市一体化实战警

务工作平台和贵阳市指挥调度系统

后，现在接处警模式的优势在于，110

指挥中心能够自动获取报警人的定

位， 接警员询问后将定位发给网格

民警， 民警可以最快时间到达报警

点找到报警人，并进行现场处置。

据悉，自 2018 年以来，贵阳市

公安机关 110 不断提升 “接警快、

反应快、 处置快” 的实战化效能，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 月 1

日， 贵阳市 110 共接报警电话 178

万余条，有效警情为 105 万条，求助

咨询 60 万条， 治安类报警近 13 万

条，交通事故 26万余条。

另据悉：当天，贵阳市公安局

云岩分局也在云岩广场举行 2019

年 110 宣传日活动，并向市民介绍

贵阳 110 新增报警系统；贵阳市公

安局南明分局则在亨特城市广场

举办 110 宣传日活动，市民现场体

验穿戴防弹衣帽、近距离接触特警

装备等。 （罗林 董容语 邓丽娜）

市民现场体验

真人版“吃鸡”

贵阳警方开展110宣传日活动

乐观的小马警官

市民体验真枪

民警装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