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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公安队伍里， 有这样
一位刑警， 人送称号 “张大憨”。
“ 憨 ” 字 拆 开 ， 一 “ 敢 ” 一
“心”， 从警七年来， 他用勇敢的
心演绎着警察故事， 先后荣立个
人一等功、 市级优秀共产党员、
首都公安 “杰出青年卫士”、 北
京市公安局爱民模范、 北京市公
安局形象标兵等诸多荣誉称号。
这些沉甸甸的奖章背后是他七年
如一日的坚守和付出。 他就是北
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侦支队副
中队长张超。

与嫌疑人搏斗 左胸
留下 “勋章”

2011年， 张超从中国刑警学
院毕业被分配到朝阳分局团结湖
派出所， 开始了警察生涯。

在岗位上， 无论是接警、 出
警还是纠纷调解、 案件办理， 他
都冲在前面。 凭着一股韧劲儿、
一股冲劲儿、 一股憨劲儿， 很快
成为了工作骨干。 所里的领导和
同事都称他是一个 “肯下功夫的
憨小子 ”。 就这样 ， “憨小子 ”
的 “美名” 传遍各个警区， 张超
就成了大家心中的 “张大憨”。

谈起荣誉， 张超的心情有些
激动。 因为他的勋章分别放在两
个地方， 一个是抽屉里， 一个在
他的身体上。 说着张超撩起了衣
服， 只见他的左胸上， 永远烙印
着一块 “勋章” ———宽两厘米的
伤疤， 诉说着张超在那个寒夜的
英勇。

事情还要从六年前说起 。
2012年2月，团结湖地区接连发生
60多起汽车车胎被扎案件，朝阳
公安分局团结湖派出所成立专案
组， 刚从中国刑警学院刑侦专业
毕业的张超和战友们全力追查。
虽然参加工作时间不长， 但张超
主动要求参加此次侦查行动。

一天凌晨4时 ， 寒风刺骨 ，

大街上漆黑一片。 团结湖路口，
一个中年男子徘徊在路边。 他没
有发觉， 不远处的一辆汽车里，
正有一双眼睛紧盯着他， 那正是
连日蹲守的张超。

该男子鬼鬼祟祟， 一直围着
路边的车转悠， 蹲下， 起来， 再
蹲下 ， 再起来……张超推开车
门， 准备上前盘查， 刚走几步，
中年男子发觉后， 回头一看， 转
身就跑。

“别跑 ！” 张超大喝一声 ，
追了上去。 眼看还有一臂距离，
那男子突然一回身， 手里多了一
把尖刀， 直直向张超刺来。 张超
向后一跳， 飞起右脚， 踢在男子
胸口。 男子踉跄几步， 却没有倒
地， 拿着刀又向前一扎、 一划，
张超一边躲闪， 一边掏出手铐砸
向男子， 男子一躲， 张超趁势扑
上去， 把男子放倒， 给他戴上了
手铐。

张超把男子交给赶来的保
安， 准备联系同事， 突然， 胸口
一痛， 他拽开羽绒服一看， 毛衣
已被血浸透， 血珠正顺着裤子往
下流……张超眼前一黑， 瘫坐在

路边， 他觉得浑身的力气正快速
地消失……再睁开眼时， 他已躺
在病床上。经过医生的抢救，张超
脱离了生命危险， 他这才知道，
那名男子的尖刀在他的左胸留下
了宽２厘米、 深５厘米的伤口， 刀
尖距离心脏只有不到1厘米。

“多悬呐！”同事说。初生牛犊
般的张超却没觉得后怕， 在他眼
中，这伤疤是勋章，见证了他与持
刀嫌疑人的搏斗。 “这样的职业生
涯才完美。 ”张超说。

“我要对得起身上
这一身警服”

伤愈归队， 张超被调到朝阳
公安分局刑侦支队重案队， 先后
侦破百余起重大刑事案件。 2016
年， 他被任命为涉车案件侦查队
副中队长， 不再负责命案。 但他
心中， 一直记挂着一件十余年前
悬而未决的杀人案。

2004年， 一个5人团伙 ， 在
朝阳区孙河地区抢车杀人后潜
逃， 经过侦查， 警方先后找到3

名嫌疑人的去向， 另外两人是兄
弟， 姓宁， 始终下落不明。

“为逝者昭雪 ， 给生者慰
藉。” 这个念头一直支撑着张超，
并留意着宁氏兄弟的踪迹。

2017年 10月 ， 张超通过工
作， 敏锐发现13年前抢车杀人案
嫌犯宁某某在山东蓬莱一带活
动。 获得线索后， 张超主动请缨
带队赶赴蓬莱， 可是嫌疑人已经
离开。 张超不急不躁， 带领队员
经过十余天的走访摸排， 得知了
嫌疑人藏匿在一海岛的线索， 并
成功将嫌疑人宁某某抓获。 经突
审， 宁某某同时还交代了其同伙
宁某彬也在该地。 为防止宁某彬
脱逃 ， 张超带着队员们把握战
机、 连续作战， 两小时内就将嫌
疑人宁某彬抓获。 经后期工作，
二人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沉冤
多年的案件终得昭雪。 朝阳区领
导在慰问中听闻民警千里缉凶破
大案事迹后， 还特意赋词一首。

“面对犯罪分子， 我就是挖
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擒获归案绳之
以法， 我要对得起身上这一身警
服。” 张超说。

每一个接手的案子， 无论多
危险， 无论多辛苦， 张超都冲在
最前面。

今年年初， 朝阳刑侦支队先
后接到多起报警———在三里屯 、
秀水商业街等地区 ， 乘客遭遇
“克隆” 出租车， 而且支付车费
时， 自己给的钱在司机的手里转
了一道， 就变成了假币。

张超和战友们迅速行动， 因
此牵出一个制贩假币、 制租 “克
隆” 出租车、 换假币诈骗的犯罪
团伙。 连续一个多月的侦查， 张
超带领战友一举擒获犯罪嫌疑
人， 而且捣毁假币制作窝点， 起
获假币近72万元， 查扣 “克隆”
出租车16辆。

这是近20年来， 警方首次在
北京市捣毁制作假币生产窝点，
也是一次性收缴假币金额最多、
制作假币工具最多的案件。

“为家乡做点力所
能及的事”

参加工作后的张超从不乱花
一分钱， 他说， 要把钱花在有意
义的地方。

原来， 张超的家乡在河北承
德的山村 。 张超回忆 ， 上小学
时， 家乡的学校只有6间平房、 5
个老师， 教室里没暖气， 冬天学
生要进山打柴轮流生炉子取暖，
午饭就是吃在炉盖上热好的馒
头。 上初中后， 张超以优异成绩
被保送到县城里最好的中学上
学， 但从未学过英语、 计算机的
他学习非常吃力， 直到初二才追
上大家的脚步， 课程没有落后。

“我一定要为家乡做点力所
能及的事。” 张超心中一直惦念
着。 除了按月把工资寄给父母补
贴家用外， 他还陆续向家乡小学
捐赠了近千册各类图书和辅导资
料， 并将自己负伤住院期间爱心
人士捐赠的现金全部捐给了家乡
小学。 他希望能为改善家乡小学
的条件尽力， 鼓励孩子们通过读
书改变命运。 每次回家， 他都要
去母校看看， 坐一坐， 聊一聊，
看着眼前快乐成长的孩子们， 他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高兴。

如今， “憨叔叔” 已经成为
家乡孩子们最崇拜的英雄和最知
心的朋友。 面对记者的采访， 张
超的 “憨” 劲儿又上来了， 他挠
头一笑： “没啥好说的， 我就是
一名普通的警察， 做了一点想做
的事， 不值一提。”

从 “跟班新兵” 到 “攻坚达
人”， 从重案队的侦查员到刑侦
支队副中队长， 从警7年来， 张
超一步一个脚印， 演绎着惊心动
魄的警察故事。 如今， 这位英雄
警察 “张大憨 ” 的故事还在继
续， 因为他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初
心。 “我这辈子的使命就是保护
群众守护首都。” 张超说。

□本报记者 闫长禄

———记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刑警张超
英雄警察“张大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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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峰张向辉

（2018年9月第1周）

薛秉浩郭继东张义标
六旬老人热衷节能变废为宝为新机场应急救援夯实地基 灾情面前他是全村的脊梁

张义标 （右）， 男， 1987年2
月出生， 北京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员工。

2016年10月， 张义标送快件
时发现瘫痪的孤寡老人吴弘靠辅
助器才能勉强挪动， 因收入微薄
无人照料家中脏乱不堪。 他的心
被深深刺痛， 自此开始默默地照
顾老人： 洗澡洗衣、 打扫卫生、
做饭聊天已近两年； 他的善举感
动了身边的同事 ， 被公司授予
“社会责任奖”。

快递小哥温暖孤残老人

张向辉， 男， 1974年12月出
生， 北京新机场管理中心消防救
援中心业务经理。

负责应急救援中心前期筹建
的张向辉， 一年间梳理国内外最
新标准300余个、 翻译编写了近
20万字的技术需求书、 调查分析
了国内大客流量机场的消防站
队， 重新设计的应急救援管理、
指挥和作战体系已初步成型， 人
员培训计划也同步完成； 为新机
场顺畅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储峰， 女，1975年11月出生，
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副编审。

先后在海军工程学院、 解放
军后勤学院任政治教员近20年的
储峰， 教学研究两不误立功获奖
30余项。 2016年到报刊社后迅速
转型 ， 负责编辑头版 、 党史党
建、 高端智库等10多个版面； 她
编辑的领袖家风系列、 十八大以
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解析系列、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系列等引发
强烈反响。

郭继东， 男， 1964年6月出
生， 密云区冯家峪镇西白莲峪村
党支部书记。

今年7月16日， 暴雨导致村
里房屋坍塌、 田地冲毁， 在城里
的郭继东连夜徒步回村， 紧急召
集 “两委 ” 开会率村民有序自
救。 7月22日凌晨， 强降雨再次
来袭冲毁了护村坝， 当村民因房
屋损毁情绪失控时， 他一句 “有
政府在” 安抚了所有村民的心；
干群合力抗灾感人事迹无数。

薛秉浩， 男， 1952年4月出
生， 丰台区新村街道富锦嘉园社
区居民。

薛秉浩是社区的能人， 谁家
的东西坏了他一上手就鼓捣好
了。 退休后他时有节能环保的小
发明在社区推广；他利用灭火器、
坐便器的上水接头、 自行车的气
门嘴等材料制成家用洗车器，又
节水又便利大受欢迎。 近期即使
做了支架手术，他也歇人不歇脑，
一心为大家带来更多方便。

党建理论的出色解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