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事检察官工作，就好比是在织网

和拼图，通过审查阅卷、引导侦查、调查

补证等一系列工作，把残缺变成完整，把

不可能变成可能，从而让证据更好地形

成锁链。这在马长青办理东方市首个

“村霸”案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马长青介绍，在2001年至2019年的

东方市四更镇某村存在一个怪现象——

村委会主任吴某权自成一派，联合宗族

势力大搞“一言堂”，涉及敲诈勒索、破坏

生产经营、故意伤害等多项罪名，该案最

大的难度便是“零口供”，所有人都不愿

意认罪，被害人长期受到压迫都选择闭

口不谈。

“被害人有所顾虑我们只能回到案

件本身，经过反复研究发现该恶势力犯

罪集团并不是铁板一块，可以从其内部

成员分化瓦解。经过大量的排查走访，

最终锁定了一人。”马长青介绍，寻找到

人选后他们进行重点突破，一开始该男

子心存顾虑，害怕被打击报复，不愿说出

实情。经过释明法理，在不懈的努力下

最终攻破该男子的心理防线。

“我们乘胜追击，摸排收集了大量证

据，终于将以吴某权为首要分子的恶势

力犯罪集团一举打掉。”马长青介绍说。

“青哥是我们部门名副其实的‘业务

标兵’，也是大家学习的榜样。”刘霞介绍

说，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办理每一宗案件

时的那股韧劲和钻研的精神。

多年办案的积累让马长青“战功赫

赫”。自入职以来，马长青承办或协办各

类刑事案件700余件，有效地打击了犯

罪。此外，2017年、2018年他参与办理

的两起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被最高检刑

事执行检察厅评为“全国精品案件”。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张英 杨希
强）2月20日，一名小学生搭错公交

车迷路了，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

金贸派出所民警热心送其回家。

当天17时许，一名小男孩哭着

走进金贸派出所接警大厅，向民警

求助称自己迷路了，不知道怎么回

家。

接到求助后，值班领导谢汉强

一边安抚小男孩的情绪，一边向他

询问迷路经过。经了解，这名小男

孩姓吴，12岁，是海口市第十一小学

的学生，由于父母工作繁忙，他便自

己到学校报名，在回家的路上坐错

公交车，因身无分文，便走进派出所

求助。

了解完情况后，谢汉强根据小

男孩提供的信息，联系上了孩子的

母亲，确认了孩子的家庭地址。之

后，谢汉强安排在附近开展“路长

制”勤务的民警将小男孩平安送回

家中。孩子的父母对民警的热心帮

助表示衷心感谢。

小学生向民警求助

小学生搭错公交车迷路
海口龙华警方热心助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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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中，刘雨亭找到战友的照

片。他不顾劝阻，从轮椅上颤抖地

站起来，挺直腰板，敬了一个标准的

军礼。

“那时大家说好，谁能活下来，

就替别人铭记这段战争岁月，好好

活下去。”他说。

还有一位中年人，他只身来到

纪念馆，在照片前不停寻找。后来，

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处。

良久，他弯下腰，轻轻和一张照

片贴了贴脸。原来照片上的烈士是

他未曾谋面的父亲，父亲离家赶赴

东北时，他尚未出生。他懂事后才

知父亲已经牺牲了……

英雄从未被遗忘。

四平战役纪念馆里，多年来，人

们前来参观、缅怀先烈，这里年接待

观众35万余人次。

从小在英雄事迹的熏陶下长

大，张宇明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在

四平战役纪念馆从事四平战役史研

究工作，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历史需要被人铭记，我愿意成

为传承者。”她说。

重生，老工业基地换新颜

烈士纪念塔、英雄广场、仁兴街

……70多年转瞬即逝，四平的大街

小巷，仍保留着那段热血记忆。

四平市中心，一座横跨京哈铁

路的天桥记载着惨烈的四平攻坚

战。如今，它的一侧是充满文化底

蕴的老城区，另一侧是见证城市发

展的新城区。

战争年代，子弟兵为人民奉献

生命。和平年代，英雄城依旧为人

民谋福祉而不懈努力。

第一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第

一辆四平牌大客车、第一台专用汽

车……新中国成立后，四平创造了

一个个奇迹，有力支援国家建设，成

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

分。

四平还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

地。全国产粮大县梨树县年粮食产

量超40亿斤，是全国粮食生产五强

县之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后

方。

在四平市康达农用机械有限公

司的厂房里，机器轰鸣，近百名工人

正加班加点生产免耕播种机。“年产

近8000台免耕播种机，供应全国各

地。”公司总经理杨铁成说。四平市

拥有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主打产

品的农机生产制造企业，年产值超

20亿元。

近年来，四平市对2000年以前

建成的 253个小区分区施策，推进

老旧小区改造。20世纪80年代建

成的铁东区喜庆社区曾日渐破旧，

很多居民有了搬家的想法。得益于

改造工程，2020年社区发生了大变

化，这里拥有了规划有序的停车位、

绿植环绕的绿化地和宽敞明亮的楼

道，百姓们的幸福指数大为提高。

旧城改造、南北河治理、矿山治

理……“如今的四平，不仅越来越

美，市民获得感也越来越强。”家住

喜庆社区的李刚说，“我们要把英雄

的精神传承下去，为城市更美好的

明天努力奋斗。”（记者陈俊 孟含
琪 薛钦峰）

英雄的热血从未冷却

一天工作20个小时
用心血打造“平安乡”

1982年，吴春忠走上警察岗位。那

时，黎族村落条件不是很好，吴春忠在

走访时，坚持与群众同吃同睡。就这

样，31年的警察生涯，吴春忠在深山老

林里摸爬滚打，一座山摸熟了，再换另

一座。无论身在何处，他成为了群众家

里最受欢迎的那个人。

2010年 6月，已经 52岁的吴春忠

临危受命，当上了天安派出所所长。当

时，天安乡的马路上经常有拖着刀棍的

年轻人呼啸而过，酗酒斗殴更是常见，

各种小矛盾导致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

面对这种情况，吴春忠把办公室当

成了家，一天工作20个小时。没有假

期，也没有周末，每个月只回家一次，几

乎每个新年都在派出所度过。

“吴所走马上任后，第一件事是让

我整理派出所遗留的案件。有一天我

整理到凌晨2点多，以为大家都休息了，

但我出门一看，发现他办公室的灯还亮

着，他在等我。”陈运正说，那一刻他觉

得这“老头”特别有干劲儿。

2010年，天安乡发生一起命案，两

名犯罪嫌疑人打死一名三轮车司机后

畏罪潜逃。死者家人咽不下这口气，叫

了100多名年轻人去讨说法。接到报

警，当时还是副所长的陈运正赶到现

场，可是冲动的村民根本不听他的劝

阻。就在这时，吴春忠赶到了。

陈运正说：“吴所往两群人中间一

站，现场剑拔弩张的气氛就慢慢缓和了

下来。这是他多年积累的群众基础。”

逢节必喝酒，一喝就过量，过量就

闹事，几乎成了当地最让人头疼的治安

隐患。吴春忠知道，这种长久的民俗，

一时很难转变。于是，他想到了黎族人

最爱的体育项目——排球。

吴春忠组织的排球赛，吸引了乡里

常闹事的年轻人。一整天赛下来，年轻

人大多筋疲力尽，再没了闹事的劲头；

赛完了一起吃饭，严格控制喝酒的总

量，也有效杜绝了酒后闹事的可能。“再

说，大家都成了朋友，哪好意思再打

架？”吴春忠笑着向陈运正点破玄机。

吴春忠任职天安乡派出所所长期

间，天安乡连续3年在重大节假日期间

没有发生任何案件，刑事案件发案同比

下降35%、治安案件下降60%，天安乡

变成了“平安乡”。

救济重庆工人15年
百姓心中的好“括侬”

多年的付出，让吴春忠走进了群众

的心里，成为百姓心中的好“括侬”。

1993年，从重庆来到海南打工的刘太平

不幸将左手卷入加工机器锯断，生活陷

入了困境。

吴春忠出现时，刘太平的小屋因为

年久失修，房屋到处都漏雨，屋里只摆

着一张床。吴春忠二话没说，找来木条

瓦片就修起了房顶。从此，这间小屋成

了吴春忠隔三岔五要去的地方，不是拎

着柴米油盐进门，就是临走时一定要留

下一两百块钱，这一帮就是15年。

对刘太平而言，给钱给物仅仅是交

集的开始。15年来，吴春忠倾尽全力，

帮助这个近乎绝望的残疾人重拾梦

想。不久，吴春忠经多方物色，在人流

集中的地段，找到一家卖菜的小铺面。

他甚至当上了自己最不擅长的“红

娘”，接二连三帮刘太平介绍对象。刘

太平哭笑不得地制止：“我这么个一无

所有的残疾人，哪有女人肯跟我？大哥

你就别费劲了。”吴春忠却说：“没试过

怎么知道？你自己不放弃，才有希望。”

2006年 2月，几经周折后，终于有

一个女人愿意跟刘太平交往。再然后，

结婚、生子……刘太平的生活一日强过

一日。如今他的脸上，再找不出丝毫绝

望的影子。簇新的大瓦房里，各式家电

齐全，墙上挂着新冲洗出来的大张全家

福，笑容在他的脸上发着光。

“吴所长对我比父母还亲，在我最

失落的时候给了我生活的勇气。”刘太

平说，“吴大哥，就像我亲大哥一样。”

带病赴广东抓逃犯
归途累得几近昏迷

没日没夜的工作给吴春忠身体敲

响了警钟，被检查出患有肝硬化需住院

休息，他却为了工作瞒着组织和家人，

忍痛坚持战斗在一线。

陈运正告诉记者，2011年，吴春忠

获得一名在逃嫌犯线索，在和家属做了

相关工作后，得知逃犯在海口，他立即

带着一名民警驱车前往抓人却扑了个

空。“由于家属害怕我们不兑现承诺，所

以并没有给我们正确的情报，等到了海

口才告诉我们人其实在广东中山。”陈

运正说。

吴春忠没有责怪家属，在街边找了

个小诊所打了一剂止痛针，便不顾病痛

驱车数百公里前往中山并找到了逃

犯。在得知逃犯没有拿到5000元工钱

后，吴春忠又出面帮逃犯追到全部工

钱。连续数日追捕，让原本重病在身的

吴春忠在回程途中累得几近昏迷。

长时间持续高强度工作，让吴春忠

的肝硬化快速恶化成了肝癌。2012年

底，在家人和同事的劝说下他住进了医

院。为了不给单位添麻烦，所有的住院

费用吴春忠只找亲戚朋友借。

2013年2月24日，元宵节的午夜，

东方黎族群众的“好括侬”吴春忠，因肝

癌恶化扩散永远离开了人世。在吴春

忠仅有16平方米的家中，有一张他长年

用来读书写字的小桌子，上面摆放着的

读书笔记里有这样的诗：“也许，我会突

然消失，就像水珠溶入一片海洋。那

时，我将孵一朵浪花，寻遍江河的大街

小巷，找到那座我心中的小屋。”

东方民警吴春忠从警31年坚持扎根偏远山区，因积劳成疾牺牲
在工作岗位上

他是百姓心中的好
■本报全媒体记者洪光越 特约记者宋洪涛

吴春忠生前的照片（资料图）

马长青在查看案卷材料 全媒体记者连蒙 摄

吴所长对我比父母还亲，在我最失落的时候给了我生活的勇

气。”“我们天安人，都叫吴春忠‘括侬’，黎族话里就是‘兄

弟’的意思。”这是东方市天安乡群众对吴春忠的评价。

吴春忠，1958年5月出生，生前任东方市公安局天安乡派出所

所长。从警31年，他始终坚持扎根偏远山区，被检查出患有肝硬

化后，他瞒着组织忍痛坚持战斗在一线。2013年2月24日，吴春忠

因积劳成疾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年仅55岁。

“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这‘老头’很能干，他办案、抓捕和破案各

方面都非常顺手。”今年2月18日，记者联系上东方市公安局东河

派出所教导员陈运正，听他讲述吴春忠留下的温暖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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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我省首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案件，疫情防控期间办理东方市首宗口罩诈骗案，打掉东方

市第一个“村霸”……2月18日，东方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马长青向记者谈到为何

办理的案子中会有这么多“首例”时，他笑了笑说道：“我们第一检察部主要办理刑事案件，我又是主

任，有难啃的‘硬骨头’理应先往前冲。”

■
本
报
全
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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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检察官，我认罪。”2020年2月底

的一天，东方市政府指定隔离点内一穿

防护服的大汉低下了头，向坐在对面同

样穿防护服的马长青坦白自己做的一

切。在确凿的证据和证人证言面前整个

讯问过程并不长，却具有重要意义，马长

青办理的，正是我省首例妨害传染病防

治罪案件。

2021年2月18日10时许，马长青搬

来厚厚的案卷材料，将办理该案的始末对

记者详细讲述开来：2020年1月15日，被

告人张某智的姐姐张某和姐夫袁某从湖

北省武汉市来到东方市某小区居住。当

天张某智与姐姐和姐夫一起吃饭，之后串

门数次。2020年1月19日，张某智出现

发热症状，自行吃药未见好转，于2020年

1月24日、27日和28日3次到东方市人

民医院就诊，28日还曾去东方医院（原铁

路医院）就诊。

“就诊期间，医生询问了张某智是否

有武汉旅居史或接触过武汉籍人员，张

某智刻意隐瞒了其姐姐和姐夫是从武汉

市来到东方市并与其接触的事实。”马长

青拿出案卷材料向记者介绍。

2020年1月29日，张某智与妻子到

海南省人民医院就诊，被确诊为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患者。被告人张某智拒绝执

行卫生防疫机关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提出

的预防和控制措施，致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有传播的严重危险，致与其密切接触

的19名医护人员被隔离观察，与其同属

一诊疗空间的50人被居家隔离观察，其

居住的东方市某小区被封闭管控，严重

妨害了我省和东方市的疫情防控工作。

那么，张某智的罪名究竟被定义为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妨害传

染病防治罪呢？对于马长青而言，当时

并无经验可循，定罪的不同直接关系到

被告人判的轻重，社会大众也都在关注，

得慎之又慎。马长青和同事深感责任重

大，细细梳理案件，寻求突破口。

“由于该案的特殊性，我们在公安机

关侦查的阶段就提前介入，将全部证据

收集完毕，形成完整有力的证据链。经

向上级机关请示以及多次开会讨论、锱

铢必较地抠细节，我们最终认为张某智

的行为更加符合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马

长青介绍说，该案一天便成功起诉，但背

后却付诸了无数个不眠日夜的努力。

检察官助理刘霞告诉记者，在办

该案的同时，“青哥”手头还有别的案

子要办，工作强度很大，办完这些案子

后感觉他苍老了很多。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该案办理时正是疫情形势比较

严峻的阶段，张某智出院接受讯问时，

马长青毫不犹豫穿上防护服第一个带

头往前上。

办理我省首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案件

打掉东方市第一个“村霸”

（上接1版）党史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让党史课成为广受学生欢迎的“金

课”，引导全校师生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凝聚各方力量，以更好的精神

状态把学校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学以创新，不断增
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

注重方式方法创新，克服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不断增强针对性和实效

性。

在第一时间认真研读习近平总

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后，福建省福州市委宣传部

理论处处长余新赦感到干劲十足。

“我们将按照总书记提出的‘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的要求，组织全市各级各类业

余讲师深入基层，特别是发挥红色

宣讲团、老干部宣讲团等特色宣讲

团的作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人心。”余新赦说。

回望党史源头，汲取优良养分；

面向未来发展，更思肩上重任。

“你认为现在工作中还存在哪

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现象？”“现

在基层的负担重在哪里？”连日来，

河南省鹿邑县由县委常委带队，全

体县处级干部分成13个调研组，深

入基层开展“转作风、进基层、大调

研、听实情”活动。

调研工作开展后，鹿邑县委书

记李刚心中有了底。他表示，把学

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

工作结合起来，以大调研开路，确保

在基层摸实情、听民声，进一步破除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让干部有

更多时间和精力抓工作落实。

进入2021年，上海电影集团正

全力推进《1921》《望道》两部红色主

题电影的摄制工作。

“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鼓

励创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

影视作品’的要求，我们将以现代视

角诠释这段厚重的历史，向信仰致

敬。”上海电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王健儿阐释了对党史题材文艺创

作的新认识。

王健儿表示，“十四五”期间，上

影将提升党史题材影视作品的原创

力，推出“新人新作计划”，吸引、激

励更多青年创作力量来开发党史题

材这片沃土，用当代青年的话语，解

读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激活更

多中国青年血脉中的红色基因，让

革命薪火代代传承。（记者黄玥 曹
典 徐壮 鲁畅 赵洪南 闫祥岭 陈
国洲 闫起磊 顾小立 陈弘毅 翟
濯 许晓青）

从党史中汲取持续
深厚的奋斗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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