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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全省政法英模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

大众日报记者 李子路 刘兵

在全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深入开展
之际，5月31日下午，忠诚之路——— 全省政
法英模先进事迹报告会在济南举行。全
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九督导组组
长姚增科，省委书记、省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领导小组组长刘家义出席报告会。

政法队伍是一支正气浩荡、英雄辈
出的队伍。党的十八大以来，山东政法
战线涌现出一大批忠诚履职、为民服
务、担当作为的英雄模范人物和集体。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绝对忠诚、绝
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治品质。

报告会上，以身为盾、坚持战斗在
排爆安检最前沿的济南市公安局特警
支队副支队长张保国，守望天平、打破

“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济宁市梁山县人
民法院副院长张永杰，坚守高墙、拯救
心灵于无声的山东省女子监狱十一监
区监区长徐玉美，倾听民声、架起党和

人民连心桥的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检
察院白云热线办公室主任念以新，燃烧
青春、炽热担当永不熄灭的枣庄市滕州
市荆河派出所已故民警杨申的生前战
友、滕州市公安局二级警长朱君，扎根
乡村、铺就基层普法之路的滨州市无棣
县司法局信阳司法所所长杨静，浩气凛
然、扫黑路上百炼成钢的潍坊市公安局
刑警支队四大队大队长孙武兴等7名政
法英模用真挚的感情、朴实的语言，讲
述了自己以及所在团队的先进事迹，感
人至深、鼓舞人心、催人奋进，台下观众
为他们的精彩报告报以长时间雷鸣般

的掌声。大家表示，一定以政法英模为
榜样，把理想信念的坚定性体现到做好
本职工作的过程中，做忠诚干净担当的
新时代政法干警，努力在各自岗位上取
得新的更大成绩，以实际行动庆祝建党
一百周年。

会议采取视频形式，省领导林峰
海、范华平、陈勇，中央督导组山东小组
有关同志，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
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省政法各单
位有关领导同志和政法干警、群众代表
等在主会场参加报告会。省政法各单位
和各市设分会场。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崔岩 通讯员 付春丽

忠诚捍卫
骨子里的光辉

作为一名排爆警察，张保
国22年如一日，始终坚持战斗
在排爆安检最前沿。2005年的
一场意外，张保国全身8%的
面积烧伤，脸上、手上深二度
烧伤，经过近两个月的治疗，
最终还是落下了七级伤残。从
军从警37年，张保国成功处置
涉爆现场110余次，鉴别、排除
和销毁各类炮弹、炸弹4000多
枚，销毁废旧雷管30多万枚，
导火索、导爆索50多万米。以
身为盾、保家卫国，报告会上，
张保国用真挚朴实的感情讲
述自己一次次与死神擦肩的
经历，看似平淡的讲述背后，
却是一名排爆警察对生命的
敬畏，是坚守如一忠于人民的
责任与担当。

“事后，我常常问自己，怕
吗？真的有点儿后怕，血肉之
躯能不怕吗？尤其是当恐吓信
寄到我家里，妻子红着眼睛递
给我的时候……但这是人民
警察的职责和使命。”“无论他
有多黑，有多恶，我都要一查
到底！”潍坊市公安局刑警支
队孙武兴的这番扫黑宣言，将
报告会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掌声迭起间，是对扫黑英雄承
受巨大压力仍坚守前线的鼓
舞，更是对他不顾生死，为了
百姓安宁勇往直前精神的无
限感佩。

“观看此次政法英模先进
事迹报告会，很受触动，真切地

感受到英模的事迹感人肺腑、
榜样的力量催人奋进，他们以
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政法
铁军’，为全省政法干警树立了
榜样、凝聚了力量。”省公安厅
基层工作处处长武镇在聆听报
告后感动不已。

使命担当
血脉涌动真情

“作为新时代的检察官，只
有凝心聚力，将心比心办理群
众诉求，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才能对得起
火红的党旗，对得起胸前的检
徽。”汇报台上，检察官念以新
与3个孩子的故事，一次次让
在座的观众红了眼眶。三个孩
子，一个是因为父亲把母亲失
手打伤致死，成了无依无靠的
孤儿；一个是被人贩子拐卖，
险些永远见不到父母；一个是
躺在病床上15岁的花季少女，
是念以新的无私帮助，让她重
获新生。

今年44岁的张永杰是一名
基层法官。12年的基层工作，他
把根深深地扎进人民。他是一
名民事法官，每天面对的是普
通人婚姻与家庭的人间烟火、
百态人生。从全省第一个以法
官名字命名的“张永杰法官工
作室”成立，到全国模范法官、
全国优秀法官，张永杰带领着
他的团队共审结各类民商事案
件5000余件，调撤率80%以上，
无一错案，无一信访案件。

“就像盐碱地上的红柳，风
吹到哪里，根就扎到哪里；党安
排我在哪里，我就干在哪里；人
民需要我在哪里，我就服务在
哪里！”在滨州阳信，鲁北土地

沙化盐碱最严重的地方，有这
样一位虽然柔弱，却用自己的
全部力量撑起阳信司法一片天
的所长，她叫杨静。汇报席上，
她平实的讲述中，沉淀着对普
通百姓的全部深情。农民工讨
薪差点儿闹出人命，一个30多
岁的青年为讨回母亲的补偿
款，生活一次次到了濒临崩溃
的边缘。寒冬腊月，杨静被一群
大汉团团围住，她喊哑了嗓子，
犯了低血糖差点儿栽到地上，
为的就是解决老百姓的急事、
难事、大事。

同是检察官，省检察院第
六检察部二级检察官助理鹿雪
感同身受，“榜样的力量，直抵
人心。检察干警念以新的感人
事迹让我感触最深，他扎根的
白云热线一端连着忠诚，一端
连着民心，他用坚守和担当诠
释了一名检察官对党、对人民
的忠诚和大爱。”

为国为民
赤诚初心无悔

“挽救一个人，保住一个
家。这是对我们监狱人民警察
的最高褒奖，也是肩上最沉重
的责任！”罪犯有期，狱警无期。
23年的监狱生涯，徐玉美和大
多数的监狱人民警察一样，没
有太多的时间陪伴孩子，也没
有太多的时间感受外界缤纷的
生活，亲人离世，甚至没有时间
告别……这一刻，她的故事，赋
予了“坚守”这两个字太多沉重
的力量。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徐
玉美参与成功转化各类邪教罪
犯1000多人，一个又一个家庭
因为她的付出，再次团聚，再次
完整。

“亲爱的战友们，当你们读
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
了这个绚烂多彩的世界。我最
遗憾的是不能在自己挚爱的工
作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我走
之后，你们不要悲伤，坚强地
面对人生、面对工作。别了，我
挚爱的公安工作！别了，我亲
爱的战友！”汇报现场，一名90
后年轻女民警生命的逝去，撞
击着每一个在场观众的心。杨
申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年轻的
29岁，“从警八年，杨申先后在
巡警、看守所、派出所等多个岗
位淬炼。变换的是岗位，不变的
是她在平凡工作中守护平安的
不凡精神。”她的战友朱君深情
地回忆。

“他们背后或催人泪下、
或轰轰烈烈、或有着朴实平凡
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彰显着为
民情怀，书写着政法人的忠诚
与担当。”山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研究室法官助理王露爽说，
听完英模们的事迹，自己找到
了答案，“将以英模为榜样，学
习他们对党忠诚、信念坚定的
政治品格；学习他们情系百
姓、一心为民的高尚情怀；学
习他们爱岗敬业、忘我工作的
奉献精神，以奋斗拼搏的姿
态，为新时代政法工作贡献自
己的力量。”

为国为民，忠诚无悔。七位
汇报人只是山东省数十万服务
人民、担当作为政法队伍中的
优秀代表，在他们优秀的背后，
伫立的是一支正气浩荡、英雄
辈出的政法铁军，他们履职尽
责、无私奉献，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政法队伍让党放心、让人民
放心的“绝对忠诚、绝对纯洁、
绝对可靠”。

“我是队长，我党龄最长，有危
险，我先上。”

“老百姓再小的事也是我天大
的事。”

“我一定要做一名好法官，做一个
真正让老百姓信得过的人民法官。”

……
句句感人，字字情真。5月31日

下午，山东大厦影视报告厅内座无
虚席，“忠诚之路——— 山东省政法英
模先进事迹报告会”正在这里举行，
七位英模的先进事迹感动着台下的
观众，一次次心潮难平，一次次掌声
雷动，一次次泪流满面。他们每个人
身上都有着勇于担险、担难、担苦的
感人故事，他们用朴实无华的语言
和一段段切身的经历，激励感染着
在场的每一个人。

7名政法英模作了精彩报告，讲述了自己以及所在团队的先进事迹。 台下观众为英模们的事迹所感动。

弘扬英模精神 激励忠诚担当
山东省政法英模先进事迹报告会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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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至6月4日，博鳌亚洲论坛
全球健康论坛第二届大会将在青岛中
铁青岛世界博览城会议中心举办。这
标志着，青岛将再度开启“博鳌时间”。

本届大会沿用“健康无处不
在——— 可持续发展的2030时代”的主
题，以“人人得享健康”为口号，继续
设置“实现全民健康”“创新促进健
康”“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三大分议
题，采用“1+2+33+15”的模式，由“1个
开幕式”“2场全体大会”“33个分论
坛”和“15场重要活动”构成。尽管主
题、口号与分议题均沿用自首届大
会，但全球卫生健康领域形势的变化
在本届大会的活动内容安排中体现
得淋漓尽致。

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
球公共卫生体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公共卫生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应急准
备的经验交流成为各国抵御疫情冲
击、保护公民健康的必由之路。为了
实现“人人享有健康”的全人类共同
愿景，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第
二届大会紧跟全球公共卫生合作需
求，积极促进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平台
的构建，将重点讨论完善全球公共卫
生治理体系、加强国际抗疫合作以及
科技创新、安全发展、气候变化、医养
结合、健康扶贫等重要议题。

“中日新时代健康论坛”“全球健
康外交”“2021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峰
论坛”等重要分论坛的召开，表示中
国正进一步敞开对外开放的大门。当
开放浪潮再次涌来，拥有多项国家战
略叠加的青岛，已然站在中国新一轮
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最前沿。

博鳌亚洲论坛
全球健康论坛

6月1日青岛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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