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殷恩民（右）和同事们研判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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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闫长禄

“这几个案子我们都核实清
楚了， 把人和案子都交给我们处
理吧。” 这是北京市房山公安分
局刑侦支队城关队队长殷恩民生
前的最后一句话。 2019年1月7日
18时48分， 殷恩民正在会商案件
时， 突发心脏病倒下， 经医院抢
救无效因公牺牲。

2019年1月11日， 天还没亮，
一辆辆送行的汽车驶进房山殡仪
馆院内。 殷恩民的家人、 亲戚、
战友和很多群众陆续到达这里。
“舍不得殷恩民，我们来送送他。 ”
整个一楼大厅站满了人， 原本宽
敞的大厅里挤满了700多名自发
前来送别的人们。 那一天是房山
区 “两会” 开会的日子， 区委区
政府为了殷恩民的送别仪式， 将
会议推迟了一个小时。

初露锋芒， 他27岁
被任命为探长

42岁的殷恩民， 1995年10月
参加公安工作， 2009年7月至今
任房山分局刑侦支队八中队中队
长。 从警23年， 殷恩民从刑侦支
队重案队 、 良乡区域队到城关
队， 破案无数， 只为还死者一个
公道， 还被盗者一个心安。

提起殷恩民， 战友们说得最
多的就是他当刑警后破案的成名
之作， 即 “4·19” 抢劫出租车杀
人案。

那是2004年4月19日 ， 在房
山区夏村桥下发现一具男尸。 经
工作查明， 死者是一名出租车司
机， 其生前所开的出租车套用其
他号牌仍在营运， 经常在深夜出
现在东南三环一带。 时任代理探
长殷恩民结合车辆特征及仅有的
线索， 奔走在东南三环附近的小
区、加油站、汽修厂和收费站进行
摸排， 但嫌疑车始终没有出现。

当年9月14日，几十名民警和
协警一起，在东南三环呈扇形面，
对嫌疑车可能出现的地方撒下了
一张无形的大网， 殷恩民则驻守
在这张大网中的一个点位上。

仅凭眼力寻找嫌疑车， 无疑

像海里捞针。 殷恩民目不转睛地
注视着路上的车流， 当嫌疑车一
闪而过时， 他立即打了一辆出租
车跟了上去。几分钟之后，殷恩民
和队友前后夹击， 将嫌疑车堵了
个正着，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擒获。

此后的24小时里， 殷恩民与
嫌疑人斗智斗勇， 终使得嫌疑人
如实交代了抢劫出租车杀人的犯
罪事实。

那一年， 殷恩民只有27岁，
时隔不久被任命为探长。

拼命三郎，他是战友
们的主心骨

在同事和领导眼里， 殷恩民
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平时在
单位里值班最多的还是他， 包里
随身带着速效救心丸。 殷恩民常
说：“节假日只要我在单位待着，
咱们队里就有人， 大家都安心。”

刑警支队八中队副队长张波
告诉记者， 2016年7月份殷恩民
抓捕一名流窜作案的入室盗窃嫌
疑人的过程， 令他印象深刻。 虽
然事情已经过去两年了， 但每每
想起， 他仍觉得凶险无比。

2016年7月 ， 是一年中最闷
热的一个时期， 比天气更热的是
一个流窜房山多个地区连续作案

的入室盗窃嫌疑人。 该嫌疑人每
次得手后就更换地点再次作案，
气焰十分嚣张。

此时的殷恩民也非常焦急，
如果不尽快破案， 会让房山地区
的百姓感觉不安， 以他的脾气，
这种嚣张的嫌疑人盗窃犯必须早
日抓获， 否则他都睡不着觉。

很快， 殷恩民接到房山长阳
镇一个村有关线报， 该嫌疑人将
在该村继续作案。 晚上10点， 殷
恩民布置队员进行蹲守， 根据当
时的地形， 判断只有两个出口，
其中一个小路由一组侦查员蹲
守， 殷恩民带领其他侦查员在一
个大路口蹲守。

以多年的经验判断， 该嫌疑
人是驾车作案， 从大路口逃跑的
可能性最大， 殷恩民要亲手抓住
该嫌疑人。

凌晨时分， 一辆黑色轿车从
村口驶出， 确定是嫌疑人驾驶车
辆。 经过路口时， 车速非常快 ，
之前制定的拦截计划根本无法用
上。 情急之下， 殷恩民抄起一块
石头朝前挡风玻璃上砸去， 顿时
玻璃被砸出一个大窟窿， 嫌疑人
吓得赶紧停车。 这时殷恩民带领
侦查员冲上去抓住了嫌疑人。

“当时太危险了， 我们谁都
没想到殷队会冲上去， 车速那么

快， 如果石头砸不破玻璃反弹的
话，会直接伤及自己。 ”直到今日，
张波还特别佩服殷队的勇气。

张波说，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
抓捕行动， 只要殷队在， 大家心
里都特别踏实。 其实， 还这么拼
的殷恩民已经快40岁了， 但他的
行动力和冲劲丝毫不让年轻人。

在张波眼里， 殷恩民对刑侦
工作特别执着， 案件办理特别细
致。 每当接到一起案件， 他总是
反复阅卷研究案情， 经常加班加
点， 从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从
警23年， 他先后荣获个人二等功
1次， 个人三等功2次， 嘉奖7次。

生命最后一刻，他说
把人和案子都交我处理

打开殷恩民厚厚的一摞笔记
本， 都是关于他工作的记录， 特
别认真 ， 也特别详细 。 “我是
农民家的孩子， 父母都是最普通
的老百姓， 我现在接触到的每一
起案子都关系到老百姓， 每起案
件我都会当做是自己的父母兄弟
的案件一样办。”

在刑侦支队八中队代理探长
吴金贺眼里， 殷恩民一直是一名
慈爱又严厉的师傅。

2018年10月， 吴金贺探组正
在侦办一个盗窃保险柜的案子，
三名嫌疑人行踪不定， 前期已经
盯了这伙人3天， 他和搭档也是
几天没合眼， 终于在窦店一出租
大院找到了嫌疑人的落脚点， 吴
金贺考虑先回队里修整一下再继
续， 于是他叮嘱好房东一有动静
第一时间打电话。

“当时真的很累， 可刚回去
就被殷队长劈头盖脸地数落一
顿， 他说案子进行到这个阶段 ，
再苦一点你也不能停， 必须守住
这最后的百分之一， 人跑了前面
的努力就全都白费了。” 吴金贺
回忆起这段， 印象至今深刻。

“我是殷队长一手带出来，
而现在再也没有机会听到他的教
导了。” 吴金贺说。

熟悉殷恩民的人都知道， 他

平时不怎么买衣服， 一条警裤他
从夏天穿到冬天， 家里有半身不
遂的老父亲 ， 还有上高二的儿
子， 他生活的担子一直很重。

“殷队总是让大家有时间多
回家照顾照顾， 但是队里忙他最
抽不开身， 回老家看父母机会很
少， 他一直觉得很亏欠父母。”
刑侦支队八中队的刘增奇说， 殷
队老父亲病重夜里需要陪护， 他
白天上班， 夜里去医院照顾， 然
后早上回单位继续上班。

殷恩民这股拼命的劲头， 直
到2019年1月7日牺牲的当天也没
减一分。 那天早上7点， 他出了
家门先去医院开药、 取药。 8点
到单位后开会、 去案发现场。 中
午回单位的路上， 与侦查员一起
在路边烧饼摊吃了火烧。 下午还
是工作， 继续和同事商讨案情。
直到18时30分许， 殷恩民还在与
市局刑侦总队以及外地同行研究
一起别墅被盗案。

18点48分， 他突然倒地。 据
在场的同事回忆， 殷恩民的最后
一句话是： “这几个案子我们都
核实清楚了， 把人和案子都交给
我们处理。” 在场人员第一时间
采取急救措施并拨打120。

“恩民， 你醒醒！ 这个家不
能没有你啊 ......” 妻子的呼唤焦
急而绝望。

“爸！ 爸！ 爸！ ……” 殷恩
民的儿子大声地呼唤着他。

“小殷， 小殷， 我命令你给
我醒过来！ 听见了没有……” 老
队长李艳青红着眼晴狂喊。

当晚， 短短时间里， 听闻此
消息的殷恩民的战友和亲友200
多人 ， 从四面八方连夜赶到医
院。 21时29分， 殷恩民走了。

殷恩民走得太突然， 他来不
及跟妻儿说上一句话； 他的办公
室只留下27本记得密密麻麻的工
作日记； 他的书桌上还记着没写
完的盗窃案侦查细节； 那个陪着
他经历大大小小案件的背包里，
依然装着一把手铐和一瓶速效救
心丸 ； 那件警号为 046611的警
服， 却永远等不到他回来……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帮和田县医院创建新生儿病房

———追记房山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城关队队长殷恩民

韩英俊是一名来自北京大兴
妇幼保健院儿科的医生， 2018年
3月13日来到新疆和田县， 第二
天就去县人民医院儿科报到。

和田县人民医院儿科成立于
四年前， 病房共有20张床。 韩英
俊克服了语言的不便、 部分药品
的缺乏、 病种的复杂多样性， 发
挥中西医各种治疗优势， 针对病
人具体情况进行药物治疗， 以艾
灸、 捏脊、 按摩等中医疗法， 在
保证医疗质量的同时， 既减少患
儿痛苦， 又提高了疗效。

韩英俊到和田县人民医院
后， 着手创建新生儿病房， 从规
章制度的设置到机械设备的选
购 ， 从人员的设置到技术的培

训， 所有一切从零开始。 在繁重
工作之余， 她为医生护士进行了
多次新生儿诊疗培训， 将每个新
生儿患者从医嘱的下达执行到病
程的进展及可能出现的病情变化
都详细地讲解给每个医生。

新生儿病房刚成立不久， 就
开始接收患儿。 有一个出生仅仅
几个小时的患儿 ， 得了重症肺
炎。 “这样的患儿即使在北京等
内地大医院， 也是病情凶险， 死
亡率极高， 转院运转过程中有很
高的几率发生意外， 和田县医院
新生儿科刚刚成立， 医疗护理经
验不足， 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怎
么办？” 面对困难， 韩英俊也有
一丝的犹豫。 但是， 她看到呼吸
微弱的患儿和焦虑的父母， 下定
决心： “收住院。” 很快， 医护

人员上下齐心， 忙碌起来。
韩英俊经验丰富， 有条不紊

地交代着医嘱：“吸氧、心电监护、
开通静脉通路、 静点、完善生还、
血气检查……” 患儿血管太细，
韩英俊就让技术最好的护士给患
儿扎上头皮针。站在暖箱旁，她盯
着液体一滴一滴地进入患儿体
内，直到患儿呼吸平稳地睡着了，
一直站了快两个小时了。

浑身酸疼的韩英俊回到办公
室刚刚坐下， 突然听到报警器发
出刺耳的鸣叫 。 她冲到了暖箱
旁， 只见监护器显示心率74次/
分， 小儿口周发青。 立即足底刺
激、加大吸氧浓度、吸痰，患儿唇
粘膜红润了。 之后， 患儿又发生
了几次病情不稳的变化， 但是经
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 患儿的病

情逐渐平稳， 慢慢康复了起来。
新生儿病房刚成立才几个月

就收治患儿50人， 包括吸入综合
征、窒息、黄疸、早产儿等病。回到
宿舍，无论多晚，韩英俊都会询问
值班医生危重患儿的病情。 经过
她的精心治疗， 未发生一例死亡
病例。

韩英俊每天查房时， 根据不
同患儿的病情， 结合最新的临床
进展，把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深
入浅出、 毫无保留地讲给这里的
大夫们， 同时制作大量的PPT定
期进行授课。 她用精湛的医疗践
行着精准医疗扶贫工作的目标。

“儿科是琐碎且平凡的， 在
平凡岗位上用爱传递真情， 为新
疆儿童带去健康和快乐， 我每天
都过得充实和快乐。” 韩英俊说。

从警23年，生命最后一刻还在办案

援疆医生韩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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