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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人启事

孙文明，男，45 岁，身高 170cm，偏

胖， 于 2019 年 1 月 5 号晚上 7 点 20

左右离开贵阳市花溪区小河盘江路万

科花样大坡工地， 有人反映 1 月 6 号

晚 8：00在香江路出现过， 至今未归，

出走时身穿灰黑色羊毛衫， 蓝色运动

裤，没有穿鞋，家人着急寻找，如有知

其 下 落 者 请 与 李 乔 香 联 系

13139426068、18193265103，当面酬谢。

在贵阳市贵筑派出所的办公室

里，民警马金涛的桌子依然保留着，

桌上的物品已经被他的家人收走，

唯有一张写着“马金涛” 的座牌，证

明曾有一位英雄在此工作过。

“哪里来的岁月静好，只是有人

替你负重前行。 ” 马金涛牺牲后，这

句话引发了大量市民的共鸣。 在贵

阳市治安环境持续向好的同时，无

数位“马金涛” 默默工作在自己的

岗位上， 奋力前行在打击犯罪的道

路上，用他们的行动、甚至是生命守

护着贵阳这座城。

昨日， 记者再次走近马金涛生

前的同事、家人身边，通过细节还原

这位人民的英雄。

在贵筑派出所的民警值班宿舍

里，记者看到一间四人间，进门左手

边下铺的小床旁还摆放着一本公安

执法手册， 这张小床便是马金涛的

床位。 从警 5年来，他就是在这张小

床上度过了无数个值班的夜晚。

作为民警，马金涛时常要面对着

值班、加班，大量的时间都是在派出

所里度过。贵筑派出所副所长罗玉平

告诉记者，熬夜 20多个小时、连续加

班 20多天，对民警来说都是常态。

马金涛的同事邱辰告诉记者，小

马警官生前将自己大量的时间都献

给了工作。 在他的床铺旁边，他总是

习惯性地摆放一本执法手册，睡前反

复拿来看，以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

“其实民警可以享受二人间的

待遇， 但是因为所里二人间空间有

限， 他主动提出把二人间让给其他

民警，自己住进了四人间。” 邱辰说，

马金涛生前不仅工作认真， 对人也

很好，所里的同事都很喜欢他。

“我刚到派出所实习时，每个月

只有 500 块钱的实习补助， 他经常

担心我过不好，拿钱给我用，请我吃

饭。 ” 唐立平是贵筑派出所的辅警，

跟随马金涛下村、办案子已有 3 年。

他说，即便他之后度过了实习期，马

金涛也一直照顾着他， 时不时地接

济他，希望他过得好一点。

马金涛的微信名叫 “龙马精

神” ，这个名字与他给人的印象很贴

近，浑身散发着阳光，充满了正能量。

记者了解到， 马金涛是体育专

业毕业，平日热爱打篮球，每一次的

警务培训都认真刻苦， 有着过硬的

身体素质，“他差不多 1 米 8 的个

子，高高壮壮的，和他在一起，我会

觉得很安心。 ” 唐立平说。

在跟随马金涛办案的日子里，

唐立平曾和他一起多次开展过抓捕

犯罪嫌疑人的行动， 每次行动几乎

都取得了成功。 每次行动前，马金涛

都会给唐立平说：“你不要冲前面，

就站在我背后。 ”

在马金涛牺牲后的大半个月，

同事邱辰始终不愿意回想当天发生

的一切，“那天早上， 他还和我通过

电话，怎么到晚上人就没了？ ”

2018 年 12 月 20 日当天，马金

涛并不当班。 早上，他拨通了邱辰

的电话，向其咨询一些业务上的问

题。 按照原计划，打完电话后，马金

涛会陪生病的妻子去医院看病，但

是所里临时接到的一条线索，打乱

了这一切。

再次接到关于马金涛的电话

时，已是当晚 7 点过，邱辰正与同

事们吃饭时， 忽然接到派出所通

知，要求紧急集合。

在赶回派出所的路上， 不停地有

同事打来电话，“他们问我马金涛怎么

了？马金涛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当时我

整个人都懵了，只知道他出事了。 ”

回到所里后， 邱辰得知马金涛

已经牺牲的消息，瞬间大哭。 所领导

原本安排邱辰去接马金涛的家属，

在看到邱辰情绪不好后， 转为安排

了其他人。

“我现在都一直记得，当我到医

院后，他老婆抱着我哭说‘邱姐，马

哥没了’ 。 ”

2018年 12月 20日， 贵筑派出

所接到一条涉毒线索， 马金涛得知

后，主动请缨参战，带着唐立平与另

一名辅警开展抓捕行动。

当日 13 时许，马金涛一行人来

到了贵阳市栖霞小区的一栋居民楼

内， 对涉毒犯罪嫌疑人可能藏身的

地方进行摸排。

“我们当时接到的线索是只有一

名犯罪嫌疑人。”唐立平告诉记者，经

过排查，他们将地点锁定在二楼的一

处住房里，因为担心犯罪嫌疑人跳窗

逃跑，马金涛安排唐立平二人开车在

楼下守候，等待行动开始的信号。

“当时已经差不多下午 6点了，

我们在楼下等了 10 分钟左右，还是

没有接到马哥的信号， 我觉得很奇

怪，正准备发消息问马哥，忽然有一

名群众跑下来告诉我， 有警察在上

面被人刺伤了。 ” 唐立平说。

就在唐立平等待的同时， 马金

涛在楼上已经与犯罪嫌疑人展开生

死搏斗。 犯罪嫌疑人打开房门企图

逃跑，马金涛立即实施抓捕，犯罪嫌

疑人不肯就范，手持弩箭负隅顽抗，

并将尖利的弩箭刺入马金涛体内。

马金涛强忍着剧痛， 抓住犯罪嫌疑

人衣袖不放， 在犯罪嫌疑人拼死逃

脱后，马金涛又紧跟着追上去，终因

伤势过重，倒在血泊中。

“后来我们才发现，原来当时犯

罪嫌疑人有 3个，并非线索中说的 1

人。 ”忆起当天情况，唐立平用手捂

着脸， 不让人看见他强忍泪水的模

样。 ■本报记者 李慧超 陈佳艺

2018年 12月 20日， 年仅 30 岁的贵筑派出

所民警马金涛在与涉毒嫌疑人搏斗过程中牺牲。

英雄走后，无数市民对他进行深切悼念，在网上

留言：“英雄走好” 。

马金涛是贵阳公安的缩影。 一座城市环境

的持续向好，离不开无数民警、政法系统干警的

努力， 正是有了他们在工作岗位上的默默付出，

才有了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 从今日起，本报记

者将重走英雄马金涛生前走过的路， 从他的工

作、家庭、管辖区域等来还原小马警官的故事，展

现全省政法系统为守护群众安全做出的努力。

愿所有的民警平安健康。

马金涛牺牲半个多月以来，作

为其生前最为照顾的同事， 唐立平

始终不敢单独去看望马金涛的父

母，他不停地问自己：“如果当时我

没下楼会怎样？”“我真的好希望当

时自己能和他一起， 大不了一起受

伤，但起码他还在。 ”

马金涛走后，还留下了 3起未

完成的案件， 唐立平决心为他的小

马哥继续完成这些案件的侦破。

“他这么一个热爱工作的人，肯

定希望案件能够完成， 我又一直跟

着他，对案件比较熟悉，所以所里也

就安排我来完成。 ”唐立平说。

记者了解到，在马金涛牺牲后，

贵州省领导作出重要批示， 高度评

价了马金涛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精

神。 贵州省总工会追授马金涛“贵

州省五一劳动奖章” 荣誉称号，贵

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共青

团贵州省委追授马金涛“贵州青年

五四奖章”荣誉称号。

今年 1月 7 日，一名名叫陈新

的年轻警察被分配到贵筑派出所，

接替马金涛的工作。 在此之前，他

也从未见过马金涛。“我是通过新

闻知道了马警官的事迹，这样的认

识方式让我觉得很悲痛。虽然我没

有机会再向马警官讨教学习，但是

他已经用行动给我上了最深刻的

一课。 ”

在一份心得体会中， 陈新写

道：“既然接替了马警官的工作，

我就要好好干。 今后，我们应走完

他未走完的路，在缅怀英雄的同时

不忘当下，做好本职工作” 。

记者了解到，2018年， 贵阳公安

围绕“66537”战略部署，抓住群众反

映强烈的突出治安问题， 强力推进

“六大攻坚战” ，“扫黑除恶”攻坚战

成效显著，“小案打防” 攻坚战推进

有力。 盗窃案件同比下降 22.26%，入

室盗窃案件同比下降 21.76%，扒

窃案件同比下降 40.12%， 盗窃摩

托车 、 电瓶车案件同比下降

34.26% 。 盗 窃 案 件 破 案 率 达

28.96%，同比上升 8.45 个百分点；

诈骗案件破案同比上升 157.86%；

接触性诈骗破案率达 92.27%；破

获黄赌刑事案件 249件，捣毁涉黄赌

团伙 53个，全市电玩赌博基本绝迹，

传统线下场所内涉黄违法犯罪得到

根本遏制；侦破传销案件 17起，打击

处理犯罪嫌疑人 62名， 全市传统传

销基本“清零”，网络传销蔓延态势得

到有效遏制。 ■李慧超 陈佳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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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走完的路，我们替他走 !”同事：

■延伸阅读

1 月 10 日是全国第 33 个“110

宣传日” 。“110”作为守护百姓平安

的报警热线， 是连接警民的桥梁。

2018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25

日， 贵阳市公安局观山湖分局共接

110指令 52941条， 网格处置 40737

起，占贵阳市公安局实行网格化接处

警区域警情总量的 76.9%。

昨日， 记者走进贵阳市公安局

观山湖分局， 倾听那些接处警背后

的故事。

“警察同志，我找不到回家的

路了。 ” 2018 年 6 月 3 日 18 时许，

观山湖网格五值班民警韩超祥带领

队员汤磊、 王绪在观山湖区大数据

广场对面马路边用餐时， 一位老人

步履蹒跚地走来求助。

原来， 老人早上坐车去白云区

鸡场买菜，中途忘了回家的路，家人

的联系方式一概不知。 眼看就要下

雨，韩超祥和同事立马放下碗筷，一

边安慰老人， 一边把辖区内的新地

名、老地名一一说给老人听，最终帮

老人想起了家。 5分钟后，韩超祥带

领队员把老人安全送回家， 并叮嘱

其家人给老人做一个紧急联系卡。

2018 年 11 月 2 日， 网格四民

警李雄涛带领网格队员马春龙、杨

浪在辖区内开展巡逻防控工作时，

看见一名男子精神萎靡、 行为反

常，疑似吸毒人员。 民警李雄涛立

即带领队员对该男子盘查，最终确

定该男子系一名吸毒人员。

2018年，接处警工作中，观山湖

分局共查获吸毒人员 37人。

2018 年 11 月 19 日 23 时 52

分， 网格五民警接分局指挥中心指

令， 称贵阳北站一酒店有 6 人冲进

客房， 报警人请求公安机关快速到

达处理。 5分钟左右，民警韩超祥等

人赶到事发酒店， 将几名犯罪嫌疑

人及受害人带回金岭派出所。

2018年， 贵阳市公安局观山湖

分局救助群众 1209人次。 盘查登记

可疑人员共 21321 余人次， 盘查车

辆 1000 余辆， 查获各类刀具 71

把，仿真气枪 2 把，吸毒人员 37 人，

抓获涉嫌犯罪嫌疑人 115 人。 通过

快速出警共抓获在逃人员 21 人，临

控人员 7 人，通过巡逻防控制止群

殴打架事件百余起，救助困难群众

千余人次。 ■本报记者 陈玲

2018观山湖分局“110” 接警记

报警热线

架起平安桥梁

温暖回家路

严查瘾君子

处警保平安

小马警官的那些暖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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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金涛生前和同事合影

马金涛的办公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