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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范天娇

□ 本报通讯员 朱广勤 张浩

　　“穿上这身制服，就意味着责任。自己

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总觉得微不足

道。”伴着经久不息的掌声，安徽边检总

站马鞍山边检站青年民警刘天走下分享

台，表情有些羞涩。

　　在同事们眼中，刘天平日里不善言

谈，总是闷着头默默地干工作，只听说

他早年在四川服役而后援藏数年。直到近

日参加了该站和驻地共建单位共同组织的

“迎‘五四’青年党员大家谈”活动，才知道年

纪不大的他，有着许多令人震撼的人生经历，感

动了在场所有人。

　　2008年，刘天19岁，参军第2年，服役于四川德阳

武警某部。5月12日下午2点20分许，刘天和往常一样

正在打扫营区卫生，突然耳边一阵异样轰鸣，随后大

地剧烈的摇晃让他不得不抱头蹲下，外面传来嘈杂

的人群喧闹声。

　　一声集合哨，全员操场待命。地震的消息很快确

定。5分钟后，部队带齐应急装备赶赴一线救援。“德

阳距离震中不足170公里，专业救援力量进驻需要一

些时间，我们就成了首批救援部队。”

　　不到20分钟，部队抵达了第一个救援点德阳一

中。“当时很多家长第一时间来到学校找自己的孩

子，看到我们来了，有人喊‘子弟兵来了’，仿佛把我

们当成了‘救星’”。在这一瞬间，刘天感觉到了自己

的责任。他告诉自己不能慌，不能耽误救援任何一个

生命。定了定心神，就和战友们迅速投入到搜救工作

中。专业的大型搜救工具还没到位，大家便用工兵铲

挖，工兵铲折了就用双手刨……“时间就是生命。就

想着快点救人，再快一点”，几个来回下来，手上满是

血痕和水泡。

　　因为震后物资供应有限，刘天和战友们便泡面

就饼干，没有热水，就打开汽车的发动机盖，把泡面

放在里面捂热；实在累了，把雨衣铺在地上，眯一会

儿再起身投入到救援中……

　　雨一直下，3个梯队轮流作业，第一波救援不间

断持续了38个小时，刘天和战友们共救出幸存者9人。

　　紧接着，他们又赶到了汉旺镇工业园区。在这里的一幕幕，让刘天永

生难忘。“我们连续搜救了48小时，遗憾的是没有发现1名幸存者。每当挖

开废墟，看到一双手或者一双脚时，多希望还有呼吸……”搜救过程中，

刘天和战友们一边挖，一边用早已沙哑的嗓音对着废墟大声呼喊，喊着

喊着，就哭了。虽然事发已经1 3年，讲到当时的场景，他的声音已然

哽咽。

　　2010年9月，成绩优秀的刘天考上了军校。“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毕业后，他主动申请了援藏，被分配到了墨脱边境检查站。

　　墨脱，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年降雨量达2000

毫米，时常有山体滑坡等灾情发生。刘天和战友们除了处理边境检查、辖区

管控等日常事务，有时还要赶赴一线救灾。

　　2015年6月，一年没回家的刘天准备休假。在去林芝机场的盘山公路上，

刘天和战友们碰到了山体塌方。前方的数辆汽车，有的车身被落石砸出了篮

球大的凹陷，有的车窗玻璃被砸得满是窟窿。

　　为了尽快恢复交通，刘天和战友们第一时间下车清理路障。突然，他

的眼前瞬间一黑，几秒钟后就失去了意识……等到再次醒来，已经是动

完手术3天后。原来清理路障过程中，他被落石砸中了头部，经医生诊断

颅内压增大、脑中线偏移，休养一个月后才出院，连着两个月看东西有

重影。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觉得站出来是自己的责任。后来听身边战友说，被

砸后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几步，身后就是雅鲁藏布江，事后想想还挺害怕

的。”刘天指着头上清晰可见的一道长长的伤疤说道。

　　分享结束后，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在场的民警问刘天为何讲述

这几段往事时，刘天说，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总觉得微不足道。但处于

党史学习教育的热潮中，也想借此契机，大胆地分享出来，带动更多的青年

党团员。

　　刘天身体力行着自己的初心。2017年7月，完成援藏任务的他回到家乡，

调入安徽边检总站马鞍山边检站工作，经历了从橄榄绿到警察蓝的改革变

迁。然而每次遇有突发情况，作为青年党员的他，依然义无反顾地冲在最

前面。

　　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他立足自身后勤岗位加班加点做好战

“疫”物资保障和内部防疫工作。到了夏天，驻地汛情严峻，接到指令后，

他第一时间参加党员突击队，和战友们一起驰援江堤执行防汛任务，连

续奋战10余小时，装填搬运沙袋近200包，完成了大堤防洪加固、险情排查等

任务。

　　“以前只从新闻上看到灾害无情、边疆艰险，子弟兵为了保护人民生命

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第一次真实地听到亲历者讲述，我感到由衷地敬

佩。”在场听众之一、马鞍山市人民医院普外科医师朱庆宝表示。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文/图

　　“种警官，我的快递到镇子上了，我下不

去，能给我捎上山不？”

　　“种警官，我的车没油了，你能把加油站的

师傅找来吗？”

　　“种警官，过年了，我想回家买不到票，你

能给我想个办法吗？”

　　“种警官……”

　　这本不是民警种鹏涛的日常工作，但这5

年来，老乡的求助在他这里没有一个落空。拿

他的话来讲，“给乡党帮忙么，顺手的事。”反

正，在秦岭滦镇片区的大山里，人人都知道，有

事就找“种警官”。

走亲戚，每年爬2000公里山路

　　2016年3月，种鹏涛成为了陕西省西安市

公安局长安分局滦镇派出所环山路片区的社

区民警。

　　片区的基本情况是，200多平方公里的辖

区，80%都是山区，两个峪口，22个自然村，全

部走访一圈至少需要半个月。辖区山域面积

大、宗教场所多、农家乐场所多，使得片区的

流动管理工作难度不小。可基层基础工作又

容不得半点虚的，于是种鹏涛得空就进山走

访，识人认路摸情况，一年到头，走的路不下

2000公里。

　　“为了做好消防隐患排查、流动人口登记

和社情警情摸排，我和我的辅警搭档从辖区最

南端的大坪村开始，逐家逐户逐人地上门走

访，查一查乡亲们的用火用电安全，讲一讲防

骗防盗常识，顺道聊一聊各自家长里短，很快

就和乡亲们熟络起来。”谈及工作，种鹏涛向

《法治日报》记者娓娓道来。

　　认门认路，得讲乡言乡语，不然乡亲们会

有戒备心。这倒难不住热心肠的种鹏涛，几年

间，种鹏涛认的大爷大娘、叔伯婶子不在少数，

手机通讯录里都是他们的电话号码。经过5年

的相互了解和关心，种鹏涛进村工作就像“走

亲戚”一样。

　　老邓是大坪村里唯一的常住人口，是大坪

村区域的护林员，也是种鹏涛发展的辖区最远

的治安联防员。这些年，种鹏涛每次经过这里，

都要到老邓这里坐上一阵。

　　“老邓哥，最近都好么？”种鹏涛在屋外老

远就吆喝开来。

　　“好着咧——— 鹏涛，快来。”老邓听见了，热

情地招呼着。

　　“最近都有谁来过？有没有挖苗砍树的？捕

兔打鸟的？”坐定后，种鹏涛和老邓聊了起来。

　　“嘿嘿，没有。有我在呢，谁敢来。”老邓自

信地开着玩笑。

　　“那就好。”说话间，种鹏涛已把带上来的

公安宣传年历贴在老邓家的墙上。

　　和群众熟络了，群众也会帮助种鹏涛。每当

有陌生人入村进山，群众会第一时间和他联系，

报告情况。“有时候，我坐在山下的办公室里，都

知道山上发生的事情。”种鹏涛不无自豪地说。

走亲戚，抓住了网上逃犯

　　“工作中，我发现过在山里设点聚众赌博

的情况，还发现过在逃人员，所以我每个月都

得上来看看，通过走访能发现很多情况。”种鹏

涛说。

　　2018年3月，种鹏涛照例在青华山后山深

沟处走访摸排时，突然发现了两处新添的帐

篷。经过仔细观察，他发现有人生活居住的迹

象。在做好安全预案后，他和搭档立即上前进

行盘查。在盘查过程中，种鹏涛注意到一名女

子神色紧张、躲躲闪闪。在对其进行盘问时，对

方不但无法出示身份证件，还报错了自己的身

份证号。

　　种鹏涛意识到这名女子绝对有问题，于

是，他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将女子带到滦镇派出

所继续盘查。经过细致工作，种鹏涛最终发现

该女子系外地警方网上追逃人员，并移交外地

警方。

　　一名潜藏多年的逃犯，本以为躲在深山老

林间就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殊不知，她就这

样被种鹏涛精心编织的“防护网”捕获。

　　2019年3月，种鹏涛在某村走访摸排时，得

到一条重要线索：该村刘某及其亲属一伙在村

中“很厉害”，经常与人争强斗狠。掌握了这条

线索后，种鹏涛经汇报请示，立即组织警力对

刘某等人开展初步核查。经过筛选核查，发现

了该团伙的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可由于大部分

犯罪事实发生时间久远，很多当事人抱着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消极对待调查，面对这种

情况，种鹏涛就利用晚上或一大早时间，避开

公共场合，逐家逐人地做工作，了解情况。

　　得益于平日里积累的好人缘，乡亲们纷纷

配合警方工作，种鹏涛和同事最终搜集到大量

该团伙的违法犯罪线索，经过民警的艰苦工

作，该团伙最终被绳之以法。

走亲戚，救下了迷途少年

　　滦镇地区山域自然风光优美，近年来，随

着户外活动的兴起逐渐成了旅游胜地，但随之

而来的就是繁重的救援任务。经过仔细分析，

种鹏涛利用对山村情况熟的优势，在易发生事

故的地点张贴了大量安全提示牌，并嘱托附近

生活居住的山民对驴友进行安全提示，及时提

供安全帮助，有效地减少了救援类警情。

　　参加公安工作这些年，种鹏涛救助过多少

游客，恐怕连自己也记不清了。而3年前救助过

的那个迷途少年至今依然和种鹏涛保持着

联系。

　　2018年春节前夕的一个傍晚，种鹏涛想赶

在年前再上山检查一遍。返回时，他在山道上

遇到一个拉着行李箱的少年。临近春节，少年

一人拖着行李箱向山上走去，步履艰难。种鹏

涛原以为是谁家的孩子回家过年了，可转念一

想，山里人家的孩子他都认识，这个小伙子他

并没见过，而且也没听说谁家的孩子近期回

来的。

　　“爱管闲事”的种鹏涛决定上前一探究竟。

见到亲切的民警，少年放松戒备敞开心扉。原

来，因为与家人闹了矛盾，少年遂离家出走，打

算上山寻找理想中的生活。花季少年，本应坐

在课堂上学习文化知识，在父母的关爱下健康

成长，可面前的这个少年，却一人拉着行李行

走在山路上。

　　于是，种鹏涛慢慢地和少年交谈起来。

他讲了自己梦想当警察、却不得不在外资企

业当了几年电器工程师的经历，讲了自己从

警后，很少照顾家里对父母妻子的愧疚，还

讲了自己听到的受困游客在获救后的自述

和感想。渐渐的，少年回心转意，答应了跟种

鹏涛回派出所联系父母的提议，并最终回到

父母身边。

　　少年家长为种鹏涛的帮助所感动，特意送

来锦旗以示感谢。打那以后，每逢年节，少年还

会给种鹏涛打来电话问候。而种鹏涛自此格外

注意路上的落单游客，主动打招呼、“套近乎”，

就是做最“多余”的工作，筑牢安全栅栏。

　　成为秦岭片儿警后，他走遍了辖区的沟沟

坎坎。“秦岭的每一处风景都是宝藏，每一个山

民都像自家亲戚一样，只要他们都幸福，我这

个‘秦岭片儿警’就当得有意义。”种鹏涛说。

　　图① 种鹏涛(中)在村里调解矛盾。

　　图② 种鹏涛走访山区流动人口。

□ 本报记者  王春 文/图

□ 本报通讯员 骆萍英

  钱安定，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

人如其名，不管环境如何纷繁复杂，性格中永远带着镇静

不躁。作为一名从事审判工作16年的刑事法官，他在一次

次见识罪恶与阴暗、一次次抽丝剥茧后，“安而后能虑，定

而后能静”的特质反而愈加明显，对公平正义的信仰也愈

加坚定。因工作业绩突出，他多次受到嘉奖，两次荣立个人

三等功，2021年被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记个人二等功。

忠诚担当的扫黑除恶“先锋”

  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拉开序幕。在杭州中院专

项斗争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刑二庭负责全市法院专项斗争

具体工作的开展、指导和协调。钱安定所在的团队一开始

就被确定为黑恶案件专业审判团队，身为团队长的他深感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为办好黑恶案件，他主动收集有关黑恶犯罪的法律法

规和典型案例，整理装订成册，组织团队成员学习。2019

年，钱安定被任命为副庭长后，协助院庭长指导全市法院

黑恶案件审判工作。他敢于担当，勇挑重担，精准司法，坚

持不拔高、不降格，严格依法办案，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

事政策。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钱安定二审主审了全

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尚某庄等人网络恶势力案，以及多起

浙江省扫黑办挂牌督办的重大黑恶案件。黑恶案件疑难复

杂，被告人多、事实多、证据多，为高质高效审理案件，加班

加点成为常态，连续加班15天、连续加班28天……他不断

刷新自己连续作战的纪录。

  此外，他还主动担负起多份文件的起草任务，牵头起

草《全市法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施方案》等专

项斗争相关综合性材料数十份，为杭州中院刑二庭荣获全

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集体贡献了一份力量。

细致到“令人发指”的典范

  刑事审判判罪之有无，量刑之轻重，容不得半点闪失。

钱安定的严谨细致有口皆碑，庭里同事将其形容为细致到

“令人发指”的典范。他的严谨细致体现在自我管理，对每

一个案件的处理、对每个问题的探究上，也体现在合议庭

其他成员案件的负责上。

  2015年，在办理一起故意伤害案中，经审查当事人对

冲突过程的陈述、现场勘查笔录等材料，钱安定发现导致

被害人胸部轻伤的原因并不明确，不由对是否构成轻伤心

存疑虑，拿着厚厚的病历材料去请教法医、去医院走访专

家，发现被害人伤势存疑后发回重审。

  2016年的一起职务犯罪案件，被告人二审期间全面翻

供，虽然并未提出非法证据排除，但作为审判长，钱安定还

是要求查

看 全 部 侦

查讯问录像，

将工作做在开庭

前，以确定排除此种

可能性，达到内心确信，后该

案维持原判。对每一个案件，他都严把证据关、事实关，不

放过每一个疑点，全面审查不轻纵犯罪，又注重罚当其罪，

努力把每一起案件办成铁案。

  钱安定的严谨细致，还体现在对年轻法官助理的“传

帮带”上。大到类案处理，小到词语斟酌，事实的审查、证据

的把握、讯问的技巧、文书的写作等等，事无巨细，他不厌

其烦指导年轻助理思考后再实践、总结后再提高，反复多

次，让其记牢用准。尤其是裁判文书，他看得很重，字斟句

酌，仔细推敲。徒弟李跃华至今还清楚记得，自己写的第一

份文书被改了整整4稿，每一稿上都标注着密密麻麻的水

笔字。“裁判文书是法官呈现给社会公众的作品，一定要精

益求精。”钱安定自己身体力行，也如此严格要求学生。

“匠心”办案的二审法官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二审法官

又是最后一道防线的最后一道闸。刚入刑庭，钱安定就将

前辈教导铭记于心：刑事无小事，办的不仅是案件，也是别

人的人生，关系整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

  他把每一个案件都看成“大”案，以“匠心”精神认真雕

琢。2019年，他主审一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仔细审查后发

现被告人年龄存疑，实际可能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这对

一名未成年人来说，无疑关乎其一生，他立即联系多方核

查，后将该案发回重审，坚决守好最后一道闸。

  他的“匠心”不止于办案，还在于对案件的敏锐把握，

善于总结提炼服务审判。2017年，他作为审判长参与审理

利用微信红包进行赌博的谢某军等人开设赌场案。微信红

包在日常生活中相当普遍，准确界定什么情况下构成犯

罪，不仅能精准司法，也能充分发挥刑法的预防功能。该案

审结生效后，他根据审理情况立即合作编写了案例分析，

《谢检军、高垒、高尔樵、杨泽彬开设赌场案》被最高人民法

院确定为指导案例。

  长期坚持对法律问题的探究思考，钱安定形成了一批

具有影响力的调研成果，发表在《人民司法》《法律适

用》《人民法院报》等刊物上。2020年，钱安定还

受国家检察官学院邀请，先后在网络犯罪专

题培训班进行授课、参加中法“打击网

络犯罪”研讨会。

“匠心”办案的法官钱安定

在秦岭“走亲戚”的片儿警种鹏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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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 刘天在分享个人故事。

　　图② 2015年在抢修墨脱到林芝的盘山公路时，刘天不幸被落石

砸中头部。                  （资料图片）

  钱安定

在法庭上。

  在国家

检察官学院

与法国司法

官学校共同

举办的中法

“打击网络犯

罪”研 讨 会

上，钱安定受

邀代表中方

专家进行主

题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