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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88月月99日日1616时许时许，，成都成都
商报记者来到富加派出所商报记者来到富加派出所
时时，，所内的工作已恢复正所内的工作已恢复正
常常。。66日因故暂停办理户籍日因故暂停办理户籍
业务的户籍室也已重新对业务的户籍室也已重新对
外开放外开放，，户籍室内户籍室内，，一名民一名民
警正为两名群众办理户籍警正为两名群众办理户籍
业务业务。。

派出所办公楼大门派出所办公楼大门
处处，，一张关于追悼王涛和一张关于追悼王涛和
廖弦的讣告张贴在显著位廖弦的讣告张贴在显著位
置置，，民警们脸上难掩悲痛民警们脸上难掩悲痛。。
在派出所的民警去向牌在派出所的民警去向牌
上上，，各个民警要么是在岗各个民警要么是在岗，，
要么是办案要么是办案，，但王涛和廖但王涛和廖
弦的去向牌再也没有办法弦的去向牌再也没有办法
标注标注。。

在同事在同事、、老师等人眼老师等人眼
中中，，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是怎样的人？？有什有什
么平凡却又感人的故事么平凡却又感人的故事？？

我有歌一曲，

请君倾耳听。

缘何岁月好？

有君负重行！

青山存浩气，

松柏慰英灵。

英雄亦凡人，

铁骨也有情。

挥剑对歹徒，

俯首听民心。

何以新坟前，

常有鲜花萦？

使命永牢记，

舍己为人民！

“那人是个亡命徒，太凶残了。如
果那天没有那么多警察，没有那个

‘平头警察’，我们老百姓就遭殃了
……”9日，一位在场群众回忆说。

群众口中的“平头警察”，就是
王涛。这位群众回忆，当时户籍室里
有二十多个群众办理业务，其中还
有他同村熟识的一家四口，男女老
少毫无防备之力。时至今日，在场群

众目睹了惊险的搏斗场面后，仍不
住感叹。

王涛和廖弦以身挡刀护民牺牲
的事迹在网络传开后，网友纷纷留
言致敬：“你们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人民警察为
人民，英雄一路走好”“关键时刻挺
身而出，你们用鲜血和生命去守护
群众安全，用生命书写了忠诚与担

当，把危险留给了自己”……
网友“绿曼巴”：“岁月静好，是

因为有时时在流血、日日有牺牲的
人民警察，他们在我们身边无私奉
献和英勇献身！”

网友“沈挽清”：青山绿水留生
前浩气，花松翠柏堪慰逝后英灵。

网友“百香果”：时代英雄！这才
是真的要敬佩的人，真的英雄！

他们牺牲后他们牺牲后，，网友纷纷留言致敬网友纷纷留言致敬

▶儿子
再也不能告诉爸爸，我考了第一

今年3月，由于长期透支工作、坚
守岗位，王涛患上了严重的胰腺炎，
生病住院。一周后，他没有多休养身
体，带病回到岗位，整个人瘦了20多
斤，依然坚守一线。虽然身体不好，
但他经常没时间回家，为了“大家”
总是顾不上“小家”。但平时加完班，
他都让同事们休息，他回所里继续
处理事情。

“在整案子，先挂了。”“在加班，
晚点回来。”“在说事情，等会儿再
说。”……王涛的妻子夏燕红是文林
镇政府的一名普通公务员，平日里，
每当和丈夫通话时，她经常会得到这
样的回答。王涛的儿子今年15岁，正
在读初三，成绩很优秀。得知父亲牺
牲的噩耗后，他与母亲抱头痛哭：“再
也不能告诉爸爸，我考了第一名……”

▶同事
他勇斗嫌犯，也为孤单老人做饭

8月9日下午，仁寿公安局巡察
办民警黄世国说起前同事王涛，十
分动容。

2005年，王涛到文林派出所工
作，直到2014年离开，黄世国是文林
派出所所长，共事九年。在黄世国看
来，王涛工作认真，十分肯吃苦，十分
关心、团结同志。黄世国还记得，有一
年王涛参与抓捕一名犯罪嫌疑人，该
犯罪嫌疑人叫嚣自己是艾滋病患者。
在抓捕时，王涛同志并未畏惧，一把
将四名同事挡在身后，自己冲在前，
将该犯罪嫌疑人抓获。搏斗中，王涛
手臂被抓伤，而嫌疑人后经证实确实
有艾滋病。所幸，经检查，王涛及同事
们并未感染。

在黄世国看来，王涛始终坚持
“百姓的事始终无小事”。在文林镇旁

边有一位吕卿英老人，由于子女在
外，她的生活很孤单，那时王涛戴着
眼镜，老人就叫王涛“眼镜所长”，她
非常喜欢吃王涛做的饭。后来王涛考
虑到上班不方便，经常自己掏腰包买
菜，把饭做好，为老人端去。老人深受
感动，把警察当家人，经常也到所里
面来玩，教大家唱歌。后来，王涛每次
挤出工作时间陪老人“摆龙门阵”，还
送她回家，利用周末为老人打扫卫
生。老人逢人便说，她有一个好儿子
在文林派出所。

王涛有一句口头禅：踏踏实实做
人，清清白白从警。共事九年，黄世国
认为，王涛就是楷模，就是榜样。

王涛牺牲后，作为曾经的校友、
如今的同事，仁寿县公安局情报大队
大队长李敏莉在微信朋友圈为王涛
留下了一句话：“你不是最帅的，但是
是学习品德最兼优的。”

李敏莉回忆，8月6日事发当天，因

为工作上的需要，她曾在9时46分打电
话找王涛询问嫌犯所涉命案的案情。
而这也是她和王涛的最后一次通话。

▶老师
“他是我的好学生，好兄弟”

“我们是最好的师生，也是最好
的兄弟。”张益民是四川司法警官职
业学院的工会主席、警体讲师，也是
当年王涛的老师。对于这位学生的离
开，他至今仍难接受，“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赶来看他最后一眼，送他最后
一程。”张兴荣也是王涛当年的老师，那
时他是张益民的助教。他回忆，在一次
三轮摩托车驾驶训练上，休息时不少其
他同学都会在一边玩，而王涛则手脚并
用地揣摩着动作，学习十分努力。

“他个头不大，却敢于面对危险，
肩膀不宽，却担得起人民利益。这就
是我的好兄弟，好学生。”张兴荣说。

▶战友
我一句玩笑话
他真的带来了他家卤肉秘方

当时，王毅是廖弦所在连队的指
导员，他说，当时廖弦作为班长，很多
时候他都带着战士到第一线。

王毅记得，连队经常有五公里训
练，廖弦比较胖，最开始的时候他总
是最后一名，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
加油训练，不断进步。战友有困难，廖
弦也积极奉献爱心，有次战友有困
难，除了集体捐款，他还单独捐了两
千元，让大家都很感动。

每次休假回来，廖弦都要给战友
们带上许多的土特产，因为他家里面
是做卤肉的，回来的时候他还带来家
里的卤肉。有一次王毅逗他说：你家
卤肉好吃，能不能要你家的卤肉方
子？后来，有一次休假的时候，他真的
把卤肉的方子带来了，上面清楚地注
明着各种原料和重量。现在这张方子

王毅还留着，他说，廖弦给他的感觉
就是他很无私，什么都愿意和战友们
分享。

王毅说，他在部队的每一天，都激
励着大家，激励着大家一直向前。

▶老师
他热心公益活动
帮助有困难的同学

毛年生是仁寿县富加初中的副
校长，也是廖弦当年的老师，说起这
位学生，他满是赞扬，但悲痛的是，这
个好学生永远离开了。

毛年生说，廖弦1999年到2002年
在富加初中上学，一直是班里的干
部，“任何事情交给他老师都是放心
的，他那时是劳动委员，教室里外包
括走廊楼道都是干干净净的，永远不
用担心。”在他眼里，廖弦还是当年那
个吃苦耐劳、团结同学、乐于助人的
学生。

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当年班里有
一个同学，腿部受伤，行动不便。廖弦主
动当起了这位同学的“服务员”。“每次
上厕所都是他背着去背着回，足足有半
个多月，任何事情都会上前帮忙。”

“当时学校还有很多公益活动，
廖弦也会积极参与，三年来每一次都
会参加，去帮助他人。”毛年生说。“他
身上没有太多的惊天动地，都是平凡
小事，但都是他优秀品质的体现，他
是我们全校师生的榜样。”

▶同事
只要群众有需要
周末他都往派出所跑

2014年9月，廖弦退伍后成为一
名警务辅助人员，在富加派出所主要
从事户籍业务办理工作。从军营到警
营，廖弦的身份变了，但不变的是那
份忠诚与担当。

富加镇的人口比较多、业务量较

大。窗口单位每天将面对众多的群
众，廖弦刚开始办理身份证业务时，
业务不熟，速度有点慢，难免有些人
不理解，有些群众发牢骚。受过不少
的气，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从来没
有听老百姓说过廖弦的不好，老百姓
都很信任他。”同事们说，到户籍室办
理身份证业务后，他总是利用中午休
息和晚上加班加点为老百姓办理证
件。他每天早上都会提前开门、提前
办公，就是为了让来办理业务的群众
少等一秒，多办理一个业务。“只要群
众有需要，周六周日他都往派出所
跑，为群众办户籍。”同事李杰说。

在办理业务时，他主动帮助老年
人和残疾人，让他们优先办理证件，
有时候残疾人坐轮椅上台阶困难，他
主动帮忙抬轮椅。有家庭困难的群众
来办理业务，因掏不出20块钱的身份
证办理业务费，廖弦自己掏腰包为群
众垫付上，并不要群众一丝回报。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蒋麟 杜玉全

眼镜所长“先挂电话了”，他常对老婆这么说

从派出所的大门进去，拾级而上，二楼右手边最里面一间写着“办公室”的房间，是王涛生前的办公室。
同事说，这个房间说起来是王涛的办公室，其实是平时所里开会研究案情的地方。办公室内显得十分简单，
一张办公桌，一张茶几，三把椅子，墙上的一幅书法上写着“梅骨兰香”四个行书字。办公桌上，只有一台电
脑一个笔筒，桌上的茶杯和烟灰缸，再也等不来主人了。

老兵廖弦 让群众少等待，他每天早上班

俯首甘为孤老炊
同事亲友回忆英雄点点滴滴

2001年，廖弦怀揣着保家卫国的理想应征入伍，驻守西藏边防一线。长达13年的军旅生涯里，他逐渐
从一名新兵成长为部队的专业排爆队员。王毅是廖弦在西藏从军时的战友，8月9日，回想廖弦的点滴，他
几度哽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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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弦

男，汉族，仁寿县人，
1982年2月生，曾在西藏服
役，退役后安置到富加派
出所成为辅警。

王涛

男，汉族，仁寿县人，
1977年11月生，毕业于四
川司法警官学院法律专
业，曾任文林派出所副所
长、清水派出所政治指导
员、慈航派出所所长、富加
派出所所长，二级警督。

英
雄
。走
好

“你们是这个
时代的英雄”

王涛生前生活照 廖弦生前工作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