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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住着
一头牛一头牛
路见闯灯
一声吼一声吼

致敬成都榜样
第五届成都市道德模范
特特 // 别别 // 报报 // 道道

道德模范先进事迹
敬业奉献类

李建华
“徒手卡枪”勇救人质

2017年，由公安部组织开
展的首届“我心中的警察英
雄”网络推选活动中，成都市
公安局特警支队的李建华被
授予“我心中的警察英雄”荣
誉称号，他是四川第一位、也
是唯一获此殊荣的警察。

众多荣誉后面，是他人无
法想象的危险。“命令就是方
向，我们必须像子弹一样往前
蹿，不管有多危险。”作为第五
届成都市敬业奉献道德模范，
李建华常常这么说。

2017年3月21日，公安部
启动“我心中的警察英雄”网
络推选活动，从组织推荐、群
众推荐和媒体推荐的候选人
中遴选出100名不怕牺牲、英
勇无畏、敢打敢拼的优秀民警
作为候选人进入网络投票。根
据网络投票结果，20名民警当
选“我心中的警察英雄”。李建
华当仁不让，他被授予“我心
中的警察英雄”荣誉称号，他
是四川第一位、也是四川唯一
获此殊荣的警察。

在颁奖现场，李建华讲述
了“德阳6·20涉枪涉毒系列
案”的细节。在抓捕过程中，持
枪亡命歹徒疯狂叫嚣，并劫持
8名人质。就在歹徒第三次举
枪，扣动扳机的一瞬间，李建

华挺身而出，凭借对枪械结构
烂熟于心，准确地用手牢牢控
制住嫌疑人手中已经上膛枪
支的套筒。他明知手指有被夹
断的危险，却用自己的食指插
入抛弹口，将即将击发的子弹
卡在套筒内，有效地阻止了嫌
疑人的射击，成功解救了人质。

李建华凭借业精技强，
成功处置各类严重暴力突发
案件的案例不在少数。2013
年3月17日，成都天府广场德
克士快餐店内发生一起持刀
劫持案，一名犯罪嫌疑人持
刀将该店服务员劫持在吧台
后面。经现场指挥部决定，派
李建华和另一名队友利用谈
判伺机制服嫌疑人，李建华作
为主攻手，抓住嫌疑人转头瞬
间的有利战机，迅速扑上前
去，利用娴熟的抓捕技巧，徒
手将嫌疑人所持利刃夺下，将
人质成功解救。

李建华出生于1987年，这
个来自四川巴中通江县的汉
子，2008年考入四川警察学院，
2009年开始从事警察工作，历
任成都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新训
大队见习民警、一大队民警、一
大队四中队中队长，现任成都
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六大队大
队长，一级警司警衔。

他可能是成都
最有名的交通协管
员。网上搜索“成都
最牛交通协管”，与
他有关的报道有百
余条。

他很能干，“一
天要吼6小时”。

他有办法，“吼
不能盲目吼，特别要
吼住第一个人”。

他会总结，“一
整套吼的窍门，专门
对付过马路闯红
灯”。

他让人发怵，
“吼得凶，闯红灯心
头有点虚”。

2005年，42岁
的童元成通过竞聘，
进入成都交警三分
局一大队任文明交
通劝导员，在蜀都大
道和红星路交汇的
北打金路口，一站就
是14年。

14年来，他得
过的奖状奖杯，加起
来可以铺满小半张
床。但这也是最容易
受人误解的职业，
骂、谤、敬、爱，生活
加之于他身上的种
种，他都坦然面对。

现在，尿毒症与
胆管癌的双重折磨，
让他再也不能回到
那个站了14年的岗
位上。疼痛，就像绳
索紧紧勒在他的脖
子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实习记者 彭祥萍

站了14年的成都“最凶”交通协管员病重住院
“这只手再也不能抱孙子了”

第五届成都市敬业奉献
道德模范李强，四川苍溪县
人，是现任成都市金牛区人民
武装部副部长兼成都市民兵
应急营营长。

1995年入伍至今24年，他
多次参加重大突发事件处置和
抗洪救灾，先后3次荣立三等功。
他所带大队曾获得党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联合授予的“全
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称号。

2018年7月，成都地区连
降暴雨，李强连续4次赴邛崃
市和金堂县执行抗洪抢险和
救灾任务，战斗在一线。

其间，金堂县多处发生群
众被洪水围困险情，部分县城
和村寨被淹没。险情紧急，刻不
容缓。成都警备区紧急组织金
堂县人武部和民兵应急营出动
400余名官兵和民兵，携带4艘
冲锋舟，快速投入到抗洪抢险
第一线。“情形确实很严重，请
大家做好准备，注意安全，我们
一定要保证村民安全！”李强在
准备突击时，不停地向队员重
复这句话。在得知三星镇来宝
沱村和幸福村，大部分村庄房
屋被淹，特别是幸福村的白鹭
岛更是被洪水围困，岛上150余
名村民无法出行时，李强当即
决定采取突击行动。他带领3支
党员突击队，乘坐3艘冲锋舟立
即赶赴岛上救援，争分夺秒成
功转移群众40余人。

在金堂县三星镇幸福村

白鹭岛转移群众中，李强带领
部队奋战近半个月，转战三
地、顾不上吃喝、顾不上休息，
连续作战——组织了强有力
的搜救，成功营救市武警一支
队两艘故障船只，配合地方公
安爆破故障船一艘，街道清淤
15公里，清扫垃圾百余吨。

不管是1996年参加原北
京军区“北线联合”军事演习、
2001年参加原北京军区“挥
戈-01”渤海演习、2006年参
加原北京军区“渤海--06”渡
海登岛演习，还是2008年参加
执行北京奥运会安保任务，李
强入伍24年间，多次参加重大
突发事件处置和抗洪救灾，先
后3次荣立三等功。他所带大
队曾获得党中央、国务院、中
央军委联合授予的“全国抗震
救灾英雄集体”称号。

从军以来，他把爱军精武
作为人生的追求目标，始终把
实现“强军目标”作为新时代
军人的最紧迫的历史任务。
2018年担任成都市火车站春
运和第98届全国糖酒会安保
任务，执勤期间，成功处置重
大恶性突发事件1起，一般群
体性突发事件14起，协助交警
疏散交通200余次，特别是设
立的军人军属服务中转站，被
大家亲切称为“暖心驿站”，服
务接待军人军属500余人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戴佳佳 受访者供图

李强
抗洪抢险 孤岛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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吼得有耐力
“一天要吼6小
时”

吼得有水平
“ 吼 不 能 盲 目
吼，特别要吼住
第一个人”

吼得有效果
“吼得凶，闯红
灯心头有点虚”

“怪老头”
病友说：一个护士一个护士

在背后喊他大爷在背后喊他大爷，，他听到他听到
了也不答应了也不答应，，还瞪着护士还瞪着护士
反问自己哪里老了反问自己哪里老了。。

几乎所有认识童元成的人都会讲一个字：怪。“怪
老头”几乎成了56岁的童元成身上唯一的标签。

“他有点怪，之前有个记者不请自来，进门
问他贵姓，直接给轰出来了。”成都交警三分局
一大队分队长杨建忠笑着冲口而出。

“他脾气有点怪，在路口工作时，就算家人
走到他跟前打招呼关心，他也只是点点头，不说
一句话。”童元成的儿子李志同说。

“他有点怪，之前一个护士在背后喊他大
爷，他听到了也不答应，还瞪着护士反问自己哪
里老了。”与他同一间病房的病友笑着说。

“他脾气有点怪，来医院照顾他一个多月，
我想回趟家，他说如果我回去，就不住院了。”童
元成的妻子李秀华对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说这话时正在往病房里走，一分钟左右，李秀华
从病房出来，招手让记者进去。

“病床上”
妻子说：以前他总以前他总

是劝那些乱闯红灯的行是劝那些乱闯红灯的行
人注意安全人注意安全，，不然发生不然发生
意外躺在病床上意外躺在病床上，，家人家人
得有多伤心得有多伤心。。

那是3月28日上午，四川省人民医院金牛医
院十楼肝胆胰外科病房内，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见到了童元成。这是一张被岁月打磨过的脸：
皮肤黝黑，脸颊浮肿，眉毛短而粗，眼白因病泛黄，眼
珠子却绽着精光。

那是童元成入院后第35天。
2月中旬，在春节连续值班后，童元成感到身

体不适，之后在儿子的劝说下请假进医院检查，先
后被查出胆管癌和尿毒症，在四川省人民医院住
了一个礼拜后，转移到四川省人民医院金牛医院。

在离退休只有4年的时间节点上，童元成请
了14年来的第一个“长假”，但他却可能永远不能
回到岗位上去了——每周三次的透析正在侵蚀
童元成的身体：之前用来临时透析的管子已从右
腿换到了左腿，他的左手腕有一道缝痕，那是透
析做漏时留下的痕迹。这只曾挥舞着小红旗的左
手，如今再也不能伸直。更严峻的是，一个礼拜
后，童元成将走上手术台做胆管癌手术。“他总是
劝那些乱闯红灯的行人注意安全，不然发生意外
躺在病床上，家人得有多伤心。”李秀华说。

“最标准”
路人说：就是腰板就是腰板

最笔直最笔直、、手势最标准手势最标准、、声声
音最大音最大、、吼得最凶的那吼得最凶的那
个嘛个嘛。。

熟悉成都的人都知道北打金路口，这里是
成都最繁忙的路口之一，紧靠春熙路、太古里
商圈，不管是人流量还是车流量，在成都市区
路口中都位居前列。北打金路口的协管每天都
在轮流更换，但只要你从这里经过，总能轻易
将童元成认出来。“就是腰板最笔直、手势最标
准、声音最大、吼得最凶的那个嘛，我认识！每
天经过这里都能看到他。”住在附近的成都市
民王琼告诉记者。

手臂打直、吹哨、挥旗、转身、放行，几个简单的

动作，童元成反复做了14年。他的动作太过标准，以至
于熟悉他的附近商户评价他“看起来还是有点另类”。

这些“过分标准”的动作源于童元成的长期
练习。起初，童元成并不熟悉这份工作，他常在下
班后向老劝导员“取经”，观察执勤交警的指挥手
势，回家后对着镜子反复练习，并请妻子在一旁观
察提意见。久而久之，就成了他的标志性动作。

这样一份工作，童元成每个月到手工资只有
1900元。收入不高，也有暖心的时刻，比如有一
次，熟悉的外卖小哥在大夏天给了他一杯饮料。

童元成心中住着一头牛。
妹妹李昌秀翻出一条抖音视频，那是春节

期间路人拍摄的童元成工作时的样子：视频中
的童元成身穿工作服，直直冲到一辆正在闯红
灯的汽车前，右臂向前伸直，双眼圆睁，大声对
车主说着什么。他与汽车的距离仅一步之遥。

“我们都劝他不要这么冲上去，太危险，可
他就是不听，犟得像头牛！”李昌秀是在去年大
年三十晚上八时许看到这条视频的，当时“一家

人都在等他吃饭”。
另一个视频，是童元成站到正在闯红灯的

行人面前，一手举起小旗，一手阻挡，大声喊：
“这是红灯，请注意安全！”“不少被他拦下的行
人，骂他是瓜娃子，可他下回看到了还是要冲上
去拦。”李昌秀说这段话时，又是生气又是无奈。

“那是我的口子，站在那儿，就该把它守好了。万
一闯红灯的出了事，他的家人该有多伤心。”童
元成接过妹妹的话茬，叹了口气。

童元成从2010年-2015年连续六年拿到9个
证书和几个奖杯，奖项包括四川省交警总队优
秀交通协管员、支队优秀交通文明劝导员等。这
些荣誉展开来可以铺满半张床，但他并不在意，
有些东西比荣誉更重要。下午1时许，护士通知
童元成去6楼做透析，他独自下床，一个人走在
前头，拒绝了妻妹的搀扶。他插着透析管子的右
脚微跛，后背依然挺直。

回来后，躺在透析室病床上的童元成扭头
看了记者一眼，阳光透过窗户打在他身上，“上
班时不想晒太阳，现在住院了反倒想晒晒了。”

他扭过头，不再说话。李昌秀紧紧握住记者的
手，“我们现在只想他活下去，哪怕什么都不干，
每天喝喝茶都好。”

三十多年前，二十几岁的李秀华在原成都
织布三厂遇见时任机器修理工的童元成，两人
在望江公园片区有了一个50平米的家。三十余
年过去，李秀华乌黑的头发中有了根根白丝。

在儿子李志同的印象中，学生时代对父亲
最深的印象，是自己坐在游戏机前玩游戏，到了
饭点父亲就会在身后大声喊“吃饭了”！“就像捉
弄，听上去很凶，其实是担心我饿着。”

“晒太阳”
他本人说：上班时上班时

不想晒太阳不想晒太阳，，现在住院现在住院
了反倒想晒晒了了反倒想晒晒了。。

2016年，童元成一家搬到这个作为李志同
婚房的新房里。新房在玉林南路，距离童元成上
班的北打金路口大约7公里。上早班时，童元成
每天早晨六点左右就从家里骑电动车出发，半
个小时左右抵达。杨建忠告诉记者，14年来，童
元成没有迟到过一次，也没有请过一天假。

前段时间，成都交警三分局的领导专程去
医院探望童元成，“他的工作太完美。”其中一位
探望者说。在领导看来工作完美的童元成，在儿
子眼里，却“太过固执、一根筋”。

4月4日下午，童元成被推进手术室做胆管
癌手术。万幸，手术比较顺利，但余下来的岁月，
他将一直在无止境的透析和药物治疗中。疼痛
让童元成倔强骄傲的脸上少有地现出了软弱的
表情，但他随即又恢复正常。“这只手再也不能
抱孙子了，这是唯一遗憾的事。”童元成轻抬左
手，叹了口气。

“他是我从事协管一行14年来，见过最认
真、最负责的协管，只要是他站的口子，从来没
有发生过一起事故。”杨建忠说。

“很优秀”
同事说：他站的口他站的口

子子，，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从来没有发生过一
起事故起事故。。

“瓜娃子”
妹妹说：不少被他不少被他

拦下的行人拦下的行人，，骂他是瓜骂他是瓜
娃子娃子，，可他下回看到了可他下回看到了
还是要冲上去拦还是要冲上去拦。。

2014年5月2日，蜀都大道上，交通协管员童元成正在奋力指挥交通 成都商报记者 王效 摄

4月16日，躺在病床上的童大
爷望着窗外 摄影记者 张直

李建华

李强执行金堂抗洪抢险任务

在抓捕过程中，持枪亡命歹徒疯
狂叫嚣，并劫持8名人质。就在歹徒第
三次举枪，扣动扳机的一瞬间，李建华
挺身而出，凭借对枪械结构烂熟于心，
准确地用手牢牢控制住嫌疑人手中已
经上膛枪支的套筒。

英雄
时刻

在得知幸福村的白鹭岛被洪水围
困，岛上150余名村民无法出行时，李强
当即决定采取突击行动。他带领3支党员
突击队，乘坐3艘冲锋舟立即赶赴岛上救
援，争分夺秒成功转移群众40余人。

英雄
时刻

人/ 物/ 速/ 写

童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