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傅” 戴一副黑框眼镜，
一脸淡定低调严肃， 闷头做事话
不多 。 可就是这样一个 “闷葫
芦”， 十年4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带领警队连续4年各项业务成绩
全所排名第一。 “徒弟” 风风火
火、 外向活泼， 快人快语， 不爱
红妆偏爱武装， 主动申请从内勤
调到治安， 从警第二年就荣立个
人三等功。

师傅叫牛熠， 今年33岁， 从
警10年， 是所里年龄最小的 “引
路师傅”； 徒弟叫范文娟， 今年
26岁， 从警3年， 是警队同事的
“开心果”， 更是师傅牛熠眼中的
“疯丫头”。

从相互“质疑”到并肩战斗

别看范文娟在警院学的是侦
查学， 可牛熠最开始带她的时候
并没有多大信心， 一个小姑娘干
治安， 能行吗？ 估计过了这股子
新鲜劲儿就会申请调岗了。 范文
娟刚开始对师傅也是满心怀疑。
因为在她印象里， 警察都是经验
老道、 身材魁梧的， 牛熠斯斯文
文的， 比自己大不了几岁， 还是
警院治安专业毕业， 这能力能有
多强？

2017年10月， 牛熠、 范文娟
根据群众提供线索， 一举抓获涉
嫌非法收购、 买卖废机油嫌疑人
6人， 当场起获废机油101桶。 经
审查， 嫌疑人存储废机油的场所
给环境带来了污染 。 为此 ， 牛
熠、 范文娟和警队同事反复、 多
次向法制、 治安、 环保局等部门
请教， 从废机油遗洒在土地上，
造成土地污染角度入手， 梳理查
找犯罪证据。 由于之前没有任何
类似办案经验， 所有的工作都要
从零开始。 两人不停翻阅法律书
籍、 上网搜索相关案例， 不断固
定证据链条。 经核查， 该案造成
直接损失超过100万元， 最终涉
案嫌疑人以涉嫌环境污染罪被分
局刑事拘留。 2018年8月， 该案
作为北京市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案宣判。
经过这件事后， 小范发现师

傅牛熠心思缜密、 思路开阔， 遇
到难啃的 “硬骨头” 从不轻易放
弃 ， 办事时经常让她暗挑大拇
指 。 而 牛 熠 心 里 也 渐 渐 有 了
底———小范不仅业务上接受能力
强 ， 而且爱动脑子 ， 能举一反
三 ， 能主动分析开展下一步工
作， 确实是个干治安的好苗子。

凌晨四点半的朋友圈

2018年冬， 石景山万达广场
等地连续发生多起盗窃案件。 牛
熠带领警队迅速开展侦查， 通过
海量视频追踪、 沿途实地走访，
最终锁定了以潘某才为首的盗窃
团伙， 该团伙由三男两女组成，
分工明确。 经过40余天的连续侦
查， 几名主犯先后到案， 牛熠迅
速组织专人进行讯问， 力求第一
时间固定证据。 得知另一名在逃
嫌疑人毛某刚已经逃往河南老
家， 范文娟主动请缨， 要求配合
刑侦部门一同前往河南某地实施
抓捕。

到达河南后， 小范和同事立
即和当地公安机关取得联系。 据
当地公安机关介绍， 嫌疑人所在
的村庄村情复杂， 加上当地还下
起了大雪， 起了大雾， 现场抓捕
难度很大。 抓捕小组反复研究抓
捕方案， 最终在当地警方的配合
下， 克服重重困难， 将涉案嫌疑
人一举抓获。 当时正值大雾大雪
天气， 为保证万无一失， 牛熠要
求小范和同事搭乘当天最早的火
车， 迅速将嫌疑人押解回京。

当天凌晨4点半， 郑州东站
候车大厅雾气弥漫， 小范和同事
因押解嫌疑人一夜未眠， 回想这
次出差抓捕行动的种种， 小范感
慨万千， 有惊险， 更有感动， 她
忍不住发了一个朋友圈： “白皑
皑、 灰蒙蒙， 齐心协力， 排除万
难”。 分分钟， 小范就发现了第
一个给他朋友圈 “点赞” 的人 ：
师傅牛熠。 小范心里一紧， 原来
今夜无眠的还有远在北京， 一直
牵挂着大家的师傅。

想想出差这些天来， 牛熠天
天给大家打电话， 盯进度、 商量
抓捕方案、 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

而只要给牛熠打电话 ， 无论多
晚 ， 都是手机铃响第一声就接
了。 那一刻， 小范真正理解了队
里老民警毛民培的话： “牛熠平
时话不多， 连个笑话都不会说，
更不会 ‘哄着抬着’ 大家干活，
但队里无论老的、 少的， 都很听
他的 。 因为你会发现他永远在
岗， 他安排你去干活时， 自己已
经先干了三分之二了。”

一片好心引发的“意外”

2019年4月 ， 鲁谷派出所接
到一起诈骗案件， 牛熠和警区同
事通过前期侦查， 逐步锁定了一
名女性嫌疑人， 但该人在京有多
处落脚点， 行踪不定。 为尽快掌
握嫌疑人踪迹 ， 专案组部署警
力， 对其在北京的三处居住地展
开蹲守 。 范文娟跟随专案组成
员， 每天早出晚归， 先后深入房
山、 大兴、 朝阳等地摸排线索，
可连续蹲守了4天， 嫌疑人始终
没有露面。 第五天一大早， 牛熠
得到准确消息， 嫌疑人已经回到
朝阳家中， 牛熠立刻召集人手前

往现场抓捕。 想到小范昨晚去房
山蹲守， 半夜才回来， 牛熠特意
叮嘱 ， 不要叫醒她 ， 让她多睡
会。 抓捕行动进行得很顺利， 牛
熠带着同事们不到中午就把嫌疑
人抓获归案。

看到同事们把嫌疑人押回
来， 小范才知道了警队一早的抓
捕行动。 一想到自己经营多日的
案子，最后居然错过了抓捕，心里
又憋屈又不甘心，她越想越气，直
接跑去找牛熠理论。 牛熠没想到
自己的好心，居然惹恼了这个“小
辣椒”，看到她气呼呼地冲自己嚷
嚷，急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牛熠
赶紧赔不是 ， 说自己没考虑周
全， 没顾忌小范的感受。 警队同
事们都替牛熠委屈， 觉得他的好
心 “照顾” 反而遭了埋怨， 可牛
熠并不在意， 他明白小范内心的
那种郁闷从何而来， 因为在对待
案子的态度上，他们是同一类人。
某一个时刻， 牛熠仿佛在小范身
上看到了那个办案上瘾、 不胜不
休的自己。 从警十年来， 抓人破
案，吃过的苦、熬过的夜，其中各
种滋味牛熠从不与人说， 因为爱
这行的人是真爱，再苦再难，乐此
不疲。

其实在警队， 牛熠不仅是范
文娟的师傅 ， 更是全队的主心
骨。 能把一群来自五湖四海、 性
格脾气各异、 年龄层次不同的人
聚在一起 ， 把大家的心拴在一
起， 非常不容易。 用范文娟的话
说： “师傅这人很纯粹， 对案子
有股执念， 而且从来不说教， 真
能把我们大家拧成一股绳， 在这
里听不到抱怨， 所有人都全力以
赴朝着一个目标努力， 这样的集
体办事效率很高， 这样的集体让
我觉得自豪。”

据统计， 从2015年牛熠开始
负责警队工作起， 第一社区警务
队各项业务成绩连续4年在鲁谷
派出所保持第一； 2018年牛熠再
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徒弟范文娟
同时荣立个人三等功， 第一社区
警务队荣立集体三等功。

□本报记者 闫长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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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李晓彬：责任扛肩上 无私放心底

“闷葫芦”与“疯丫头”的师徒缘

在北京京丰燃气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有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忙
人。 对他， 同事们这样评价道：
“把安全生产工作交给他， 公司
放心 ” “这是一个把责任扛肩
上， 无私放心底的人”。 他就是
北京京丰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工程师兼安全生产技术部部
长李晓彬。

李晓彬1995年参加工作 ，二
十几年来， 他从最基础的检修工
做起，始终扎根在生产第一线，先
后任班长、专工、部长等职，可以
说是京丰公司的“元老”级人物。
工作中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需
要翻阅大量的文献资料， 他抱着

艰涩难懂的专业书籍， 一看就是
几个小时，一定要学懂、弄通才罢
休。这份较真的背后，是对知识的
渴求和对工作极度的负责。

刻苦钻研的劲头， 让李晓彬
收获了丰富的知识和宝贵的经
验。 他参与完成了由国家能源局
委托京丰公司编制的 《燃气电站
天然气系统安全管理规定》、 国
家标准 《燃气电站天然气系统安
全生产管理规范GB/T 36039-
2018》， 为加强燃气电站天然气
系统安全管理 ， 天然气系统设
计、 施工、 运行维护、 安全及运
行管理提供了基础技术规范。

京丰公司是国内首批引进投
入运行的9F级重型燃机， 具有自
动集成化高， 调峰能力强， 环保
性能异常突出等诸多特点。 先进
机组的投产带来欣喜之余， 更多

的是一种挑战。 当时， 国内关于
重型燃机的科研及制造刚刚起
步， 实际运行生产维护管理更是
一片空白， 这给日常生产经营管
理带来了很大困难。

京丰公司不断探索环保管理
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 李晓彬知
道， 只有源于生产一线需求的技
术创新才具有更大的价值， 只有
深入一线， 亲身力行才能真正掌
握核心技术。 在直喷氨脱硝系统
技术改造重大工程中， 他不停往
返于办公室、 生产现场， 不仅及
时与合作机构沟通， 还坚持与团
队人员共同开展实验工作， 获取
一手数据。

虽然做好了思想准备， 但现
实困难还是给了李晓彬一个 “下
马威”。 由于直喷氨SCR脱硝技
术无实施案例， 他们针对氨水喷

枪的布置和安装方式、 喷枪在线
更换和动态调整流量、 催化剂钢
结构设计等技术难题开展了复杂
繁琐的项目攻关。 在七八月份的
酷暑 ， 生产现场温度高达40多
度。 这种条件别说干体力活了，
就算只呆上三五分钟， 立刻就是
汗流浃背。 但是他从来没有抱怨
过条件艰苦 ， 不仅自己身先士
卒， 还把团队人员都带动起来。
大家都只有一个信念： 不管条件
怎样， 一定要把能解决实际问题
的技术研究出来。

经过长达两年的不懈努力，
李晓彬所带领的团队终于克服机
组未预留脱硝装置空间的现实困
难， 先后攻克氨水雾化均布、 喷
枪在线更换、 喷枪冷却、 喷枪振
动消除、 燃机排气段异种钢焊接
和炉内钢结构改造等众多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