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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黄小兵先进事迹报告摘登

2017年2月16日，蓝山县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黄小兵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50岁的他，是手握药瓶离
去的。从事公安、政法工作31年，黄小兵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大局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负重前行，鞠躬尽瘁，直
至生命最后一刻。

8月3日，黄小兵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长沙举行。黄小兵生前的同事、战友和亲人，饱含深情地追忆黄小兵感人事
迹，重现了黄小兵用生命践行“忠诚、干净、担当”要求的光辉形象。湖南日报将报告团成员发言予以摘登，以飨读者。

由于长期满负荷、高强度的
工作，小兵书记过早地患上了心
脏疾病，有好几次都是速效救心
丸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尽管
如此， 他从未放下过手中的工
作。

2016年3月， 在大家的再
三催促下， 他才利用在北京信
访值班的间隙， 前往医院检
查。 专家看完检查报告， 要他
立马住院。 他一听要住院就急
了， 连忙对专家说：“医生，我
还要担负全国两会期间的信访
值班， 目前还没有时间来住
院。”专家无可奈何，只给他开
了些药。

从北京回来后，他又把所有
的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上，根本没
有时间去顾及病情，只是依靠药
物来控制病情。

2017年1月，小兵书记在长
沙督查完省里两会信访值班工
作后，趁着空余时间，我们连推
带挟把小兵书记弄上了车，来
到湘雅附二医院检查就诊。当

所有的检查结果出来后， 专家
严肃地对他说：“以你现在的病
情，必须马上住院治疗。”小兵
书记想了想，说：“医生，马上就
到春节了， 县里的安保信访任
务非常繁重， 我先回去把工作
安排好就来住院。”当晚，不顾
我们极力劝说， 小兵书记还是
坚持赶回了蓝山。之后，他又忙
于安排调度春节安保维稳等工
作， 直到去世前都没有兑现住
院治疗的承诺， 这也成了他今
生唯一的“谎言”。

去世前的那个晚上，小兵书
记主持召开一个重大案情调度
会。会上，他脸色惨白，呼吸短
促，手不停地抚摸着胸口，我急
忙帮他送上速效救心丸，连服了
两次才有所缓解。会后我坚持送
他回宿舍，在路上我对他说：“书
记，您还是赶快去住院吧。”他轻
声地回答我：“等手头上的工作
处理好了我就去。” 可万万没有
想到，第二天的中午，他就匆匆
地走了……

在蓝山公安，小兵书记是出
了名的“包公”。

2013年11月的一个周末，巡
特警大队的邝中队长邀请小兵
书记到家里吃饭，希望小兵书记
对堂哥的经济纠纷案给予关照。
小兵书记听后，当即严肃地批评
了他：“你身为一名警察，要自觉
做到爱憎分明、 公私有别！”然
后，饭都没吃完就离开了。回到
局里核实了邝某的网上逃犯身
份后，立即带队在饭桌上对邝某
实施了抓捕。小兵书记就是这样
一个铁面无私的人。

小兵书记对民警严爱有加，
对警属更是有情有义。

因公牺牲民警曾宪福的八
旬老母长年瘫痪在床， 生活困
难。每年年关，小兵书记不论多

忙都要抽空去看望她。 每一次，
他都要在进门前， 转过身去，悄
悄从口袋掏出10张百元钞票，塞
进局里装慰问金的袋子里。有一
次， 被同去的杨晓华副政委发
现，他尴尬地说：“这是我的一点
心意，1000元钱对我来说省省就
出来了。 这是我和你的秘密，不
要告诉任何人。” 直到小兵书记
去世，杨晓华才说出了藏在心底
多年的秘密。

2010年，42岁的民警高雪峰
在执行任务中牺牲，小兵书记强
忍悲痛带着大家处理后事，几天
几夜没有合眼。事后他紧紧地拉
着高雪峰年迈父亲的双手，满眼
含泪地说：“高叔叔，您失去了好
儿子高雪峰，今后我黄小兵就是
您的儿子。”

2007年8月28日晚上，时任永州市
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的小兵同志，急
匆匆地推开蓝山县公安局值班室的
门，严肃地对我说：“现在有一个紧急任
务，你马上跟我走！”

当我们赶到县城湘粤南路的一家
烧烤店旁时，车还没有停稳，他快速推
开车门，一句“弟兄们，跟我上！”接着一
个漂亮的抱摔锁喉， 便把一名中年男
子摁倒在地。

事后，我才知道，小兵同志当时是
周祖刚特大涉黑团伙专案组的组长，
那天抓捕的就是该团伙的“头号杀手”
肖某！

经过6个多月的缜密侦查， 盘踞
蓝山作恶多年的周祖刚黑恶势力犯
罪团伙被彻底摧毁。一时间，蓝山人
民纷纷奔走相告， 无不为此拍手称
快！

为彻底清除蓝山的黑恶势力，组
织上决定由小兵同志出任蓝山县公安
局政委。赴任？意味着孝敬父母、照顾女
儿的两副重担将由妻子一人来承担，
意味着将要面对更多的艰辛与险恶；
推却？ 将愧对组织多年的培养和共产
党员的称号。

在组织与家庭之间， 他坚定地服
从组织安排，毅然赴任。报到的那一天，
刚好是他40岁的生日。

此后多年， 他的生日一直都是在
蓝山度过。 后来我也从机关调整到基
层任职， 我每到一个岗位， 接受一项
任务， 都是他无私奉献的精神激励着
我， 只要是组织的需要， 我就坚决服
从。

在蓝山的10年， 小兵同志带队侦
破的刑事案件达1200多件，30余起现
行命案全部告破。

记忆中， 小伯是忙忙碌碌的。
妹妹的家长会总是伯母的专利，陪
同爷爷奶奶吃饭也只能是几个月
撞一回。

我曾经想： 小伯哪有那么忙
啊，至于吗？

直到在小伯出殡的那一天，我
看到了送小伯的群众举着横幅，带
着悲戚的神情， 队伍蜿蜒数里；我
看到了白发苍苍的老人特地从乡
下赶到殡仪馆失声痛哭，朝着遗体
下跪……那一刻， 我终于明白了，
小伯不是没有时间陪伴妹妹，而是
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无比忠诚的
政法事业， 奉献给了蓝山人民。也
是在那一刻，我深深地为小伯感到
骄傲，为他自豪。即便这一份骄傲
与自豪来得如此沉重，我宁愿擦干
泪水，坚定微笑。因为我知道，在天
堂的小伯一定能感受到我们对他
的理解与深爱！

小伯走后，医生跟我爸说：“他
太轻视自己了。”

我问自己， 这是轻视自己吗？
是吗？

不是！我相信是小伯太重视自
己肩上的责任， 太重视自己的使
命。 他太明白自己活着的意义，所
以他才选择了一如既往地坚守在
工作岗位上。

� � � � 政法战线
的同志们一致
认为， 小兵书
记像支离弦的
箭， 急险重任
时， 他总是冲
锋在前！

2013年 8
月16日， 蓝山
境内发生了百

年一遇的特大洪涝
灾害。在群众的生命财产

危在旦夕时，小兵书记带领公
安干警，横刀立马出现在大家面前。

经过6个多小时的奋战，190多名被困
群众得到安全转移。

后来才知道，就在小兵书记跳下洪
水救人的前一刻， 他正在医院打点滴。
灾情发生后，他拔掉针头，带领公安干
警第一时间投入救援，以最快的速度保
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2016年1月21日凌晨，在“湘粤第
一关”的南风坳上，一辆大吨位的液化
气槽罐车侧翻， 一旦爆炸， 将会危及

方圆几公里范围百姓的安全， 后果不
堪设想。

险情发生后， 小兵书记火速赶到
现场， 冒着雨雪与工作人员一道逐家
逐户疏散群众，管制路面，组织救援。这
一忙就是4天3夜，直到将这颗“定时炸
弹”安全撤走。

今年正月初五下午， 小兵书记在
前往医院检查的路上， 接到两个村发
生群体性纠纷的报告， 他立马要求司
机调转车头赶往现场。 途中因车速过
快， 心脏实在受不了的小兵书记被迫
停车，吃了几颗速效救心丸后，才顺利
赶到事发现场，工作至凌晨两点，直到
事态平息。就在人群散去时，他全身直
冒虚汗，差点晕倒在地！

小兵书记把名利看得很轻， 把工
作看得很重，把自己看得很小。他视使
命如生命，把职务当服务；他联系的贫
困村，脱贫摘帽；他受理的信访件，件件
化解；他主抓的重点项目，个个落实；他
带领的政法队伍，人人争先创优！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黄梅 整理）
本版照片均由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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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兑现住院治疗的承诺，是他今生唯一的“谎言”
蓝山县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 陈国军

虽铁面无私，更有情有义
蓝山县公安局民警 李思遇

他不是轻视自己
而是太重视自己的使命

黄小兵同志侄女 黄倩雯

只要组织需要，小兵同志绝对服从
蓝山县公安局城南派出所所长 雷纯彪

急险重任，他总是冲锋在前
蓝山县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 李先志

李先志

陈国军

李思遇

雷纯彪

黄倩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