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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王多雷
吐鲁番日报记者 董生祥

照片里，一位英勇的人民警察满身鲜血，
将歹徒按在地上， 歹徒右手握的尖刀还在滴
血。

掀开衣服，腹部一条30多厘米长的伤疤，
蜿蜒逶迤，宛若游龙。

“当时受伤比较严重，抢救了一天一夜。”
10月13日，站在“永恒的瞬间———改革开放40
周年湖南公安英雄壮举摄影再现” 展览的照
片前， 桃源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主任郭宏建
面带微笑，回忆起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云淡
风轻，仿佛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浴血擒凶

2007年7月10日，是郭宏建36岁生日。
这一天，时任桃源县车湖垸派出所所长的

他，没有回家和家人团聚庆贺。因为他得到消
息，拒不接受传唤的违法人员李某在家。

当年，有群众举报，车湖垸乡交岩村村民
李某从事地下“六合彩”收单活动。派出所核
实情况后，对其进行传唤。李某闻知后，扬言

“‘六合彩’ 我是要搞的， 谁敢抓我， 我就砍
谁”，气焰十分嚣张。

7月10日， 郭宏建得到李某在家的消息，
决定再次传唤李某。所里仅有两位民警，他联
系了太平桥派出所的同事一起办案。

当晚8时多，天已露星光，酷热还未散。郭
宏建等4人来到李某家，房子里亮着灯。郭宏
建事先踩过点，考虑到李某可能从后门逃走，
他安排另外3人从前门进，自己去后门守。

10多分钟后，李某听到民警敲门喊话，急
忙起床往后门跑。“当时光线很暗， 我看到他
光着膀子，没注意到手上有刀。”郭宏建回忆。

郭宏建表明身份后，就去抓李某。因为身
上有汗，滑溜溜的，没抓住。李某冷不防朝他
的左腰部捅一刀后就跑。 他忍住剧痛紧追不

舍，10米、20米……眼看就要抓到李某时，李
某转身又朝他的左腋下捅了一刀，继续逃跑，
鲜血滴了一路。李某见不能摆脱，丧心病狂地
朝他的右胸部再捅一刀。 但郭宏建并没有退
缩， 拼尽最后的力气扑上去， 抱住李某的双
腿。李某倒地后，他就用整个身子压住他，双
手紧紧地抓住他持刀的手， 并在同事协助下
将李某抓获。

同事刚将郭宏建扶到车边， 他便休克过
去。“事发地点离医院约7公里， 如果远一点，
可能就救不回了。”回忆往事，郭宏建淡定自
若。

经医院诊断，郭宏建左肾破裂、肝破裂、
脾破裂、双侧膈肌破裂。

那天晚上，车湖垸乡30多位群众，深夜还
守在手术室外的走廊上不肯离去， 都在默默
为英雄祈祷。

经过一天一夜的抢救， 在进行了左肾切
除，肝、脾以及双侧膈肌修补手术后，郭宏建
才醒过来，从此留下五级伤残。

拼命三郎

在关键时刻、危险面前，郭宏建总是冲锋
在前，先后5次在执法中负伤。

2004年， 桃源县龙潭镇出现一个以邹某
云、邹某昭为首的恶势力团伙，他们在邻近几
个乡镇寻衅滋事、敲诈勒索、贩毒抢劫，无恶
不作，当地群众敢怒不敢言。

时任龙潭派出所教导员的郭宏建和同事
们一起，坚决打击这个犯罪团伙。每次抓捕，
郭宏建总是冲锋在前。有一天，他得知脱逃的
邹某昭出现在一条河边，便驾车赶去，邹某昭
见状，跳河逃跑。郭宏建跟着跳入河中追赶，
过河后，在河对岸追赶了500余米，将其扑倒
在地擒获。

1997年5月的一天，一伙歹徒在一辆中巴
车上实施麻醉抢劫后潜逃， 郭宏建与队友们
根据群众的指引沿途追捕。 在经过一座水库
时，终于发现了4名歹徒。郭宏建紧盯着逃得
最快的那名歹徒，翻越了两座山后，终于将歹
徒抓获， 筋疲力尽的他抱着歹徒从几十米高
的山坡上滚下，等到同事们赶到时，发现他衣
服凌乱、浑身是血，仍死死摁住歹徒。

2007年因公负伤后，医生告诫他：“你肾
功能不全，要注意休息，不能劳累。”郭宏建
觉得干点事还充实些，工作起来也就忘记了
医生的叮嘱。2008年， 他调到桃源县公安局
政工监督室后，经常加班加点，有时候写材
料到凌晨， 每年起草撰写的各类材料达100
万字以上。

一次爽约

2007年“五一”长假，郭宏建女儿迎来4岁
生日。

平时工作忙，陪家人的时间少，那年“五

一”前，郭宏建和妻子商量好，假期带女儿到
长沙游玩过生日。

不过，那一次他又爽约了。
准备前往长沙的前一天晚上， 车湖垸乡

巴溪村党支部书记赵一平电话里告诉他，村
民肖某17岁的女儿被人骗到河北保定搞传
销，肖某希望派出所出面解救。

由于已经放假， 赵一平原本也只是拨郭
宏建的电话试试看。“放心， 我们一定将她救
回来。”郭宏建一口承诺。

转过头，他跟女儿说：“对不起，爸爸又要
出差，不能陪你过生日了。”

第二天上午， 郭宏建在县公安局办好相
关手续，就和赵一平、肖某一同北上。到达保
定后，得知传销组织非常严密，郭宏建和当地
火车站派出所取得联系，决定进行巧救。

他要肖某和女儿通电话， 以送钱的名义
约好在火车站见面。同时，叫了一辆出租车在
路边等候。

肖某女儿如约而至， 不过后面还跟了三
四个人。郭宏建按照事先的谋划，拉上肖某的
女儿飞速钻进出租车，一直开到北京。

郭宏建工作太忙， 妻子有时也会抱怨：
“在派出所工作时家是你的客栈，到了县公安
局机关工作后，你为家里做的事，就是每天早
上顺带送女儿上学。”

他总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没办法，
谁叫你当初选择了当警察的我。”每当他说完
这话时， 内疚感也会随之而生，“我知道我确
实欠她们太多太多。”

■英模说

从警22年，有酸甜苦辣 ，有流血流汗 ，但
我无怨无悔，因为当警察是我热爱的工作。

———郭宏建

■采访手记

头顶警徽是责任
李国斌

有人说， 人民警察正面是阳光， 背面是黑
暗，他们是把黑暗挡住，把阳光留给老百姓的人。

在被连捅三刀、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依然
以坚强的毅力、顽强的斗志，将凶犯制服 。女
儿生日，本已决定要外出游玩，得知有人深陷
传销旋涡，他毫不犹豫踏上解救的征程。

像郭宏建这样的民警，还有千千万万。他
们与犯罪分子打交道，为普通百姓保平安，玩
的就是危险活，闯的总是生死关。平常人只要
遭遇一次，就已经惊心动魄了。而郭宏建们 ，
和我们一样有家有妻有孩子， 但他们还是义
无反顾在生死线上一次次地穿越， 只因为头
顶上有熠熠闪光的警徽， 肩上有守护平安的
责任，心中有涤荡黑暗的正气，所以才把家人
的担忧、群众的期盼，一肩担起。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沙兆华）
加强残疾人文艺建设， 丰富和活跃残疾人
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天，我省第九届残疾人
艺术汇演在长沙实验剧场开幕。

本届汇演由省残联、省教育厅、省民政
厅、 省文化厅、 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共同举
办，来自全省14个市州及省特教中专共15
个代表团、600余名参赛演员和工作人员

参加，共有声乐、器乐、舞蹈、戏曲四大类共
计82个参演节目。 本届汇演鼓励推出新人
新作，节目均为近3年来新创作或改编的节
目，节目反映残疾人热爱祖国、热爱生活、
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自尊、自
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用艺术记录生
活，用艺术反映时代，展现特殊艺术才华和
风采。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张斌）省纪
委省监委今天发布消息， 湖南广播电视台党
委委员、副台长黄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
正接受省纪委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黄伟，男，汉族，1967年8月出生，湖南醴
陵人，1989年9月参加工作，2001年6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1996年2月至

2006年12月， 历任湖南经济电视台技术制
作部副主任、 湖南经济电视台副总工程师、
总工程师；2006年12月至2010年8月， 任湖
南广播影视集团技术中心主任；2010年8月
至2011年12月， 任湖南广播电视台制作调
度中心主任；2011年12月起，任湖南广播电
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

省第九届残疾人艺术汇演
在长沙开幕

湖南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台长黄伟
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公安英模耀三湘 郭宏建：浴血擒凶正气歌

郭宏建 图/李雅文

湖南日报上海10月17日电 （记者 何
金燕）今天，由旺旺集团主办、湖南日报社
等海内外媒体协办的第二届旺旺孝亲奖词
曲创作大赛颁奖典礼在上海举行。 现场颁
出了社会组、 学生组10强作品，《老宝贝》
《穷孩子的母亲节》分别获得社会组、学生
组金奖。

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表示， 百善孝
为先，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人
的血脉，也是中华文化的根本，更是我们引
以为傲的优秀道德遗产。举办旺旺孝亲奖，
选择创作歌曲形式， 就是希望用大家的歌

声来传达孝道。
据悉，本届孝亲奖以“让孝顺成为一种

习惯”为主题，吸引了全世界上万华人参赛
报名， 参赛作品从第一届318件增加到
10572件， 创下华人地区各类词曲创作大
赛的收件纪录。此次得奖的作品，将有机会
录制成专辑。

据透露， 下一届旺旺孝亲奖的主题是
“孩子你知道我需要什么”， 借此鼓励上了
年纪的朋友，大胆地说出自己的需要，而不
要隐藏在心里， 同时让子女知道长辈真正
需要的是什么。

第二届旺旺孝亲奖在上海颁奖

10月17日上午，长沙实验剧场，湖南省特教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在进行声乐表演。当
天，湖南省第九届残疾人艺术汇演开幕。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王琼楼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