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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玉全同志身上，体现着法治、公
正、敬业和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这些精神都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
今天上午，谈及 11 年前殉职的三亚市
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余玉全的事
迹时，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张云阁表示。

在余玉全从警的29年时间里，哪里
需要他就哪里去，哪里困难他就在哪

里。尽管工作岗位和职务多次变动，但
他的工作热情始终不减，干一行爱一
行，在一个地方爱一个地方，他的心里
只有工作，唯独没有他自己。从警多年
里，他从未休过一个完整的节假日，从
未因为私事请过一天假。“余玉全同志
在自己身体有病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在
工作一线，这样的敬业精神十分可贵。”
张云阁说。

对于余玉全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
准，严格要求自己，廉洁自律、艰苦奋斗、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表现，张云阁认
为，余玉全身上的正气，充分体现了一个

共产党员、一名人民警察的高尚品质和
高风亮节，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的法治与公正。

除了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余玉全
对自己所管辖范围内的群众也提供无私
的帮助。对待迷失的社会青年，他耐心
开导教诲；对于贫困的群众，他经常自掏
腰包提供帮助；对于孤寡老人，他经常嘘
寒问暖……“余玉全同志这样的举动，正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友善、平等的
体现。”张云阁说。

在张云阁看来，在社会转型期出现
了很多以利益为主导的新情况，出现了

一些与建设和谐社会不相符的负面事
物，在这样的背景下，余玉全身上所体现
的敬业、公正、友善的价值观，对于弘扬
社会正气有着十分重要的样板作用。“一
谈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们似乎总
觉得那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其实不然。
这些价值观恰恰就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
活和工作之中。比如对困难之中的人伸
出援手，比如认真对待我们的工作，这些
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张云阁表示。

本报记者 符王润 林容宇
（本报三亚8月11日电）

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张云阁评价余玉全事迹

干正事 接地气 扬正气

■ 本报记者 陈成智 符王润 林容宇

8月11日，在位于三亚同心家园一
间房屋中，黄秀珍笑眯眯地望着两个玩
得正欢的孙儿。

客厅的墙壁上，一张照片非常显
眼。这是一张几年前公安部领导慰问英
烈家属代表的照片，而余玉全已经不在
人世多年。

2003年12月31日15时48分，因疲
劳过度突发心肌梗塞，正在主持会议的
三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余玉全
突然倒地，经抢救无效以身殉职，年仅49
岁。

在29年的从警生涯中，余玉全曾先
后荣立个人三等功4次，受奖8次。殉职
后，公安部追授他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
英雄模范”，中共海南省委、海南省政府
追授他为“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执法
爱民模范警官”。

一身正气
女儿心中的“包青天”

“外公！外公！”黄秀珍两岁半的小
外孙拿起一本小册子，对着封面上余玉
全的照片奶声奶气地喊着。

在父亲余玉全过世后第11个年头，
余蕾的车里一直放着这本《一级英模余
玉全》。这是一个女儿纪念父亲的特殊
方式。

从小，父亲就是余蕾崇拜的对象，
“在我的印象中，爸爸就像电视剧里的警
察一样，一身正气。”当年母亲为了父亲
安全考虑而阻拦其到羊栏地区任职时，
年仅14岁的余蕾就对母亲说道，“妈妈，
让爸爸去吧。你看爸爸多像包青天，他
去的话一定管得好。”

1994年临危受命担任羊栏派出所
所长的他，像一颗种子，在这个三亚市治
安最为复杂的地区深深扎根，让这个地
区连续10年成为“三亚市社会治安综合
治理先进单位”。

夏日的风从大门穿堂而过，掀起阳
台上正在晾晒的衣服。由于旧房子要拆
迁，黄秀珍和儿子一家去年就借住了这
套朋友的房子，等待安置房。

自从1980年代余玉全和妻子黄秀
珍凑了2万元拿了一套单位集资房后，
一家人就再没搬过新家。

从警29年，余玉全到临走时也没有
留下什么积蓄。“那时候，有人给他送礼塞
钱，有人邀请他一起合伙做生意，他从来
都是拒绝的。”对于丈夫的选择，黄秀珍十
分支持，一家人甘愿守着清苦的生活。

忘我工作
同事心中的好领导

最近晚上，三亚市公安局2楼的一
间办公室里经常亮着灯光。41岁的三亚
市公安局有组织犯罪侦查大队大队长周
殷忱正在加班。

“余副支队长去世11个年头了。”谈
起自己的老领导，周殷忱感慨万分，“当年
我还是余副支队长手下的一个‘小兵仔’，
这个老大哥对我们十分照顾，跟着他我们
学到了很多。”当年跟随余玉全冲在一线
忘我的工作状态，至今影响着周殷忱。

周殷忱回忆当年，“其实作为一名副
支队长，余副支队长完全可以不用到一
线去破案了，但他每次都是坚持和我们
一起冲在最前线。”余玉全的敬业精神深
深感染了他身边的年轻人，“我们那时候
根本不觉得累。领导都那样拼命，我们
还有什么理由偷懒。”

有这样一组数字：仅担任三亚市
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 4 年中，余
玉全就亲自指挥并参与侦破了 1785
宗刑事案件，平均一年就侦破案件
439宗；其中，重、特大案件468宗；共
抓获犯罪嫌疑人 988 名，平均一年就
抓获247名；摧毁犯罪团伙129个，抓
获成员 469 名；侦破命案 39 宗；侦破
抢劫抢夺案件 549 宗，抓获犯罪嫌疑
人 241 名，打掉抢劫抢夺团伙 70 个，
成员 175 名；侦破车匪路霸案件 26
宗，打掉车匪路霸团伙7个，抓获犯罪
嫌疑人51名……

这种没日没夜的工作状态，贯穿着
余玉全的从警生涯，特别是在他生命中
的最后23天。

2003年12月7日晚，崖城派出所辖
区的落基村发生群体械斗事件，事态紧
急；12月9日，雅亮派出所辖区发生一宗

故意伤害致死案，凶犯在逃；12月11日凌
晨2点，天涯派出所辖区发生凶杀案，案
情不明。连续3桩大案，侦破任务落到了
以余玉全为组长的专案小组的肩上。

经过20多天的连续奋战，“12·9”和
“12·11”案迅速告破。“12·7”案的犯罪
嫌疑人也于12月27日抓获归案，并于
2003年12月30日下午招供了全部的犯
罪事实，且交代了其他在逃嫌疑人。

破案的喜悦并没有让余玉全停下
来，他要继续研究新的抓捕方案。最终，
工作的激情没能抵挡死神的无情，2003
年12月31日15时48分，这个大块头的
汉子轰然倒地，再也没能起来。

11年过去了，当年余玉全手下的“小
兵”们，如今也都成为各个岗位上的中坚
力量。周殷忱经常对自己的下属提起这
位老领导，“刑警工作是清贫而艰苦的，
我们需要这样的精神力量去支撑那些艰
难的岁月。”

济困扶贫
群众心中的好警察

“嫂子，最近怎样啊？有空我再过去
看看您。”8月11日，崖城镇龙港区居委
会主任郑志华拨通了黄秀珍的手机。在
余玉全离开后的11年间，郑志华和黄秀
珍一家依然保持着联系。

“我一直把余支队长看成是我的大
哥。”对郑志华来说，余玉全是人生中最
重要的人之一。

1987年9月的一天，那是郑志华第
一次遇上登门拜访的余玉全。当时的郑
志华，是个臭名远扬的“烂仔头”。

“那时候年轻不懂事，经常带着一帮
人到处打群架。还好我遇到了余大哥，
他给我了很大的帮助。”对于自己曾经不
那么光彩的过往，郑志华并不忌讳。

为了帮助这个年轻人，余玉全经常找
郑志华谈心，用了几年的时间将其感化。

1994年夏天，郑志华告诉余玉全自
己想要挖虾塘养虾时，余玉全二话不说，
当天就请人将挖掘机开到了工地上。几
天后，虾塘挖成，费用1500元，余玉全立
马掏出800元，而当时他一个月的工资
才700多元。

“是我的这位大哥完全改变了我的
人生道路。”在余玉全的帮助下，“烂仔
头”郑志华洗心革面，完全换了一个人，
后来入了党，当上了居委会主任。

得知余玉全去世的消息时，来不及
擦干眼泪的郑志华直奔余玉全的灵堂，
为他的好大哥守灵。

当时，和郑志华一起守灵的，还有在
29年间余玉全帮助过的200多名各族乡
亲。

哑女心中的全哥、孤儿心中的父亲、
回头浪子心中的恩人……余玉全走后的
11年，无论是亲人、同事还是群众，人们
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思念着他的音容笑貌。

即便穿越再长的时光隧道，余玉全
留下的精神，永远不会被遗忘。

（本报三亚8月11日电）

■ 本报记者 林容宇

49载的生命之路，他走得坦坦荡
荡；29年的从警之路，他走得光明磊
落。余玉全把真挚的情感洒向了黎村
苗寨，用倔强的生命铸就了一座不朽的
丰碑。

除了余玉全，还有许多英雄被百姓
牢记。英雄长逝，但英雄的精神却如同
熊熊燃烧的火焰，照亮了琼州大地。

吴春忠：用生命守护黎乡

东方市天安乡黎族百姓心里一直
装着一位好民警，他是东方市原天安乡
派出所所长吴春忠。

吴春忠这位从东方市黎族大山走
出的好民警，以自己31年的无私奉献感
动了当地群众。

2010年吴春忠上任后，每天工作时
间最多能达到20个小时，办公室就成了
他的家。长时间持续高强度工作，吴春
忠原本的肝硬化快速恶化成了肝癌。
2012年底，在家人和同事的劝告下他住
进了医院。2013年2月24日午夜，吴
春忠因肝癌恶化扩散永远离开了人世。

吴春忠先后被追授为全国公安系
统“一级英雄模范”、“优秀共产党员”和

“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他正直刚
强的精神，深深地烙在了人们心里。

周经发：不分昼夜一心为民

2013年 6月18日，文昌市人民检
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科长周经发因工
作过度劳累，心脏病突发离开人世，年
仅56岁。

周经发担任公诉科科长3年间，主
持和直接承办案件417件、664人，无一
起错案；担任民事行政检察科科长3年，
处理平息了110多起民事纠纷，挽回经
济损失高达3.44亿元。

去年3月，医生警告他，不能劳累，
但周经发依然不分日夜地工作。去年6
月17日上午，他参与了一起非法占用农
用地案件的讨论；下午，他与检察长商
讨湖山水库污染问题；晚上，他脸色苍
白地在办公室加班到深夜。面对妻子
担心的询问，他说：“我没事，明天还要
出差，得早点休息。”谁也没想到，这句
话竟成了周经发的最后遗言。

周经发走了，留下了秉公执法、不
徇私情、清正廉洁的精神。

陈华：危险关头“让我来”

陈华生前系三亚市公安局行动技术科
主任科员。2001年5月1日，陈华得知科
里有协助外地公安机关追捕公安部通缉
的重要逃犯任务之后，立即主动请战。
当年5月2日，陈华与其他民警在陵水黎
族自治县某招待所缉捕两名持枪抢劫杀
人逃犯，冲进房间前，他大喊一声“让我
来！”。陈华用力一脚蹬开门后连开两枪
击中犯罪分子胸部，与此同时，犯罪分子
也开了两枪打中陈华，英雄最终没有抢
救过来。

当月6日，陈华被国家公安部追授为
“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当月27日被追
认为革命烈士。

吴春忠、周经发、陈华等人，他们用
生命诠释职责，用行动诠释大爱！

（本报三亚8月11日电）

琼岛近年涌现一批余玉全式
的英雄

用生命
守护琼岛大地

在琼岛大地上，有这样一

群人，他们刚正不阿，一心为

民，在岗位上燃烧自己，在危

急关头挺身而出，他们用生命

诠释职责，用生命守护一方百

姓的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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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林容宇 符王润

“余副支队长太累了，想不到这一歇就
再也起不来了。”7月12日晚，在三亚公安
局二楼的一间小办公室中，曾经与余玉全
共事3年，现任三亚刑警支队某侦查大队
大队长的周殷忱，提起老余，他有太多的
话要说。

“我们当时太年轻、太粗心，总以为余副
支队长满脑门的汗是热的、累的，没察觉出那
是虚汗。”提起老余，周殷忱有两件遗憾的事，
一是没能觉察出老余的心脏病前兆，二是老
余走时，他不在身边。

“余副支队长脑子里能装下所有未破获
的案件，不论什么时候都思路清晰，他能记下
所有村子的路，能叫得上半个村子村民的名
字。”周殷忱说。

1999年3月，刚从警校毕业不久的周殷
忱成了老余手下的一位“小兄弟”，老余在工
作上身先士卒，对刑警队的兄弟们关爱有加，
是这个小集体中的核心人物。“是他的指导、
部署和领导风范带着我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
日子。”

如今的周殷忱已从当年的“小兄弟”变
成了一个“带兵的人”，他时常向他的“小兄
弟”们提起当年风风火火的老余，面对这些
80后的新同志，他觉得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三亚刑警的历史，“刑警这个特殊的岗位需
要一股向上的精神，否则没办法完成侦查任
务。”

崖城、凤凰、荔枝沟的不少老人们至今
还记得，11年前，这位普通民警轰然倒下
带来的极大震动。3天的时间里，每晚都
有200多名群众自发为老余守灵。在这些
日夜守灵的人中，有一个年轻的崖城小
伙，他就是老余的干儿子三华。1999年 6
月，老余踏进了孤儿三华四处透风漏雨的
家，总在他们兄妹4人快断粮时送去米和
油，后来还帮助三华种起了瓜菜。“我不知
道干爹图的是什么，就算是亲爹娘也不过
如此。”当年的小伙已成为一位父亲，经济
状况有了很大好转，说到干爹，电话那头
的三华两度哽咽，他几乎是喊着说出了心
里的话。

老余去世已经整整11年，记者拨打了一
通又一通的电话，曾经被他帮助过的人，激动
地回忆起老余的一桩桩助人故事，“他做的好
事，就像天上的星星，看得见，数不清。”崖城
镇龙港区居委会主任郑志华说。

老余在世时，普通得就像一棵树，默默扎
根在群众的土壤里，如今，这棵树已开出了鲜
艳的花朵，正如他生命的熊熊火焰，温暖着群
众的心房。

（本报三亚8月11日电）

余玉全生前用燃烧的生命温
暖百姓的心

“他做的好事多得
像天上的星星”

一级英模余玉全以身殉职11年，其忠于职守、清正廉洁
的精神依然激励世人

英雄，你不曾离去
他是女儿心中的“包青天”，是同事眼中的好领导，是回头浪子心中的恩人，是百姓心中的好警察。在三亚市公

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余玉全殉职后的第11个年头，曾经利如尖刀的悲痛逐渐被时光磨钝。但时光不能磨去的，
是余玉全那份忠于职守的坚持，那身清正廉洁的正气，以及那颗济困扶贫的善心。

核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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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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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热赞网网
@天涯丑女188：人民的好警察。

@陈洁锋Michael：当今社会的确需要
更多这样“保人平安，让人民满意的好警
察”。向人民公仆余警官致敬！

@薇达映像：一个人的一辈子有多长，
也许不是以时间来衡量，而是他做的事。一
位普通派出所民警，不仅肩负破重案、难案的
重任，还救贫扶弱、关怀老幼，致力于教育感
化迷途浪子。这就是对“人民警察”、“人民公
仆”最好的定义吧……向余警官致敬！

@上海公安监管学警：是什么让您抛开
一切去消灭犯罪，保卫人民？只有信仰二
字。您将所有精力都献给了公安事业，向您
学习！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整理）

三亚市公安局一级英模余玉全。
本报记者 武威 翻拍

一级英模余玉全的全家福。 本报记者 武威 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