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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何金燕

“我的功勋章上，有警犬的一半。” 10月
30日，面对记者，衡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
警李江这样说。 李江携警犬翻山越岭屡立奇
功，破获多个棘手大案。在一次搜捕中，李江
被歹徒的子弹近距离击中腹部，险些牺牲。

从警21年，从聘用制警犬驯导员，成长为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是什么样的精神，支
撑着李江执着坚守？

追梦不怕子弹飞

2014年1月30日，农历大年三十。衡阳城
乡，家家户户张灯结彩。

一声枪响，打破祥和。
当晚8时许，常宁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兰

江乡砂华村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 刘某军用
自制火铳击中张某头部致其死亡。案发后，刘
某军逃往山中。

1月31日，大年初一，在家休假的李江接

到出警电话，带上警犬“雪碧”赶往凶案现场。
山区丘陵连绵，地形复杂，杂草丛生。“到

处都是比人还高的野草和刺丛， 有的地方连
警犬都钻不进。”连续两天，李江和战友白天
搜山，晚上蹲守在刘某军邻居家。

2月2日凌晨零时50分许，他们突然听到
刘某军家门外有异常响动。

李江透过窗户发现， 一个背包的黑影闪
过，身上还有一杆枪。

来不及迟疑，李江指挥“雪碧”出击。眼见
警犬和嫌疑人拉扯，李江冲出门外，准备制服
嫌疑人。刘某军转身开枪拒捕，子弹近距离击
穿防弹衣，射入李江腹部。

“身体里像被砸进一柄滚烫的铁锤。”回
忆那个惊心动魄的生死瞬间，李江眉头紧锁，
神情凝重，“我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扯开防弹
衣，摸了一下腹部，满手是血。‘雪碧’意识到
危险，发出急切的低鸣，不停舔我的脸，让我
清醒……”

经过7个小时的手术抢救，李江才脱离生
命危险， 子弹距离其脊柱和主动脉仅1厘米，

多处内脏受损，险些高位截瘫。
2月3日下午，刘某军被抓，当场缴获3支

枪、1把匕首、10发子弹。
2017年底，李江再次面对子弹横飞的危

险。
当年12月22日18时许，娄底市新化县发

生一起持枪杀人案。犯罪嫌疑人陈某湘枪杀2
人后，携带枪支子弹潜逃。省公安厅刑侦总队
调集全省各地警犬赶赴现场，李江受命参战。

12月24日下午4时多， 李江与战友在新
化县科头乡三板桥村展开搜索。他突然发现，
约3米外的巨石后，伸出两只脚。他迅速卧倒
并翻滚至土坎后隐蔽，向队友挥手示警。

警犬和特警包围巨石，将陈某湘抓获，从
其身上搜出弹匣2个、子弹8发。

追凶不怕山水长

1997年， 中专毕业后，17岁的李江成为
聘用制警犬驯导员。

“有朋友听说我的工作后， 常常不以为
意，‘哦，养狗的’。”李江说，他获得的所有功
勋，都离不开“无言的战友”———警犬，也有力
回击了世人的偏见。

1998年， 李江刚结束培训回到衡阳，正
逢一位重刑犯越狱，民警围捕3天无果。李江
带警犬追击两个小时，将逃犯抓获。

首次出击的胜利， 坚定了李江对警犬驯
导的信心。

一边驯导警犬，一边坚持学习。2010年，
李江考上公务员， 成为湖南公安系统的警犬
技术骨干。

“每天和警犬朝夕相处，管它吃喝拉撒，
培养感情和默契。每一个动作和口令，要练习
成百上千次。追捕训练时，无论阴晴雨雪，每
天都要跑10多公里。” 李江还要实战模拟犯
罪嫌疑人，胳膊、小腿被警犬咬伤是常事。

在一次训练中， 李江的右手大拇指险些
被警犬咬断，缝了10多针。就在采访的前一

天，李江的右手臂被警犬咬伤，留下一块手掌宽
的淤青。

21年来，李江领着警犬，一次又一次出现在
搜索救援、山地搜捕的最前线。

2016年8月9日，怀化洪江杨柳村发生一起
命案， 犯罪嫌疑人易某作案后携带凶器逃到雪
峰山中。李江带领“雪碧”参与追捕，和战友在山
林中开展地毯式搜索，范围达六七十平方公里，
最终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这是最艰苦的一次战斗，我和‘雪碧’的体
力都到了极限。”李江说。

在执行耒阳市“2016·11·20”特大杀人案
山地搜捕任务时，“雪碧”因连续工作，疲劳过度
病倒。

“我连夜开车下山，送它去医院，还是没能
救活它。”提到“雪碧”，李江红了眼眶。“雪碧”走
后，他哭了几天。

2015年，李江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
雄模范荣誉称号，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公
安警犬技术行业唯一的二级英模。2017年，警
犬“雪碧”被评为公安部功勋犬。

每面锦旗的背后，都有一个感
人的故事

2018年9月29日，李自健美术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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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19位英模之一，李江在现场
向观众讲述从警心路。当天下午，李江接到出警
电话，立即赶回衡阳，直奔南岳深山，带警犬成
功搜救一名走失近30个小时的七旬老人。

在衡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四中队会议室，
4面鲜红的锦旗挂在后墙上。

“每面锦旗的背后，都有一个警犬救命的故
事。”李江说。

2017年11月9日， 南岳区74岁的郝老太走
失。民警通过监控发现，老人当晚7时左右出现
在衡山县开云镇一间汽修厂附近。 南岳警方组
织力量搜索3个多小时，未发现老人的踪迹。

李江和同事带警犬赶往现场， 以最后发现
老人的汽修厂为起点，提取老人的鞋子为嗅源，
开展追踪搜索。

警犬感受嗅源后， 迅速突破起点向汽修厂
外山林追去，李江和同事紧紧跟上。仅仅5分钟，
警犬就在一人多高的茂密草丛中发现晕倒的郝
老太。

原来，老人在山路上不慎摔伤，无法说话且
动弹不得。

“破案安保，警犬样样拿手。”李江说，“工
作时，它们是我的战友；生活中，它们更像我的
孩子。”

李江：“我的功勋章上，有警犬的一半”

追梦不怕子弹飞，追凶不怕山水长。既然选
择当警察，那就选择了奉献，选择了担当。

———李江

李国斌 何金燕

作为警犬驯导员的李江， 在搜查犯罪嫌疑
人时，总是冲在最前线，不仅要翻山越岭，还要
面对子弹横飞的危险。他是别人口中“养狗的”，
面对轻蔑和嘲笑，他说，“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
翔。”正是逆风而行，李江最终成长为公安系统
的警犬技术骨干， 屡次在棘手大案中发挥重要
作用。

平静的湖面，练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环
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经历风雨，方见彩虹。每
有案件，每遇事件，人民警察总是冲锋在前，时
常要面对危险，面对流血牺牲，经受血与火、生
与死的考验。恰恰是这些磨砺，让他们成为社会
和平稳定的基石，从平凡迈向崇高。

■采访手记

逆风而行 迈向崇高

■英模说
漫画/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