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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山东省公安边防总队第五届“十大边防卫士”、第三届“十大

带兵模范”和第八届“十佳边防警嫂”评选结果出炉。三十人中，有的立
足岗位、扎根基层，守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有的知兵爱兵、精武强
能，传承红色基因，赓续英模血脉；有的崇德向善、誓言无悔，人生在坚
守奉献中绽放时代芳华……

他们用一段段平凡而温情的家国故事，在齐鲁大地这片红色热
土上，奏响了山东边防人心中有信仰、眼中有目标、肩上有责任、身上
有激情的时代礼赞。今天，让我们走近他们，去感受———

海海疆疆情情 边边防防颂颂
——— 山东省公安边防总队先进典型模范事迹巡礼

田祎：你是他枕边的
梦，他是你远方的诗。他义
无反顾走进和平蓝，你无怨
无悔挑起千钧担。十年恩爱
伴君行，万千情愫在胸怀！

孙莉莉：爱国爱家情献
边防，举案齐眉比翼齐飞。三
八红旗手、教改之星、先进工
作者，你的每一次荣誉，只为
守护警嫂的无上荣光！

王聪聪：有一种浪漫是
执勤路上的陪伴，有一种理
解是齐步同行的默契。你是
警察，也是警嫂，你用坚强
的脊梁，撑起一个光荣的双
警之家！

薛莎莎：为圆家庭梦辞
去公职，为圆丈夫梦送他远
征。你用爱的烛光，传递温

暖的力量；你用舍与得的抉
择，感动了警营那些钢铁儿
郎！

张小慧：兰心蕙质，沂
蒙好儿女；执子之手，边防
贤内助！革命老区走出的优
秀教师，传承着拥军爱军的
朴素情怀。你用爱与奉献，
填满了分居的十年！

李辉：风雨里无怨无
悔，患难中起落同随。面对
万里离别，你用执着坚守托
起了半边天。是你，温情守
护着维和警察爱的港湾！

张芳：白衣天使投入橄
榄绿的怀抱，与相思赛时
间，与孤独赛意志，与付出
赛给予。你咬碎懦弱，选择
刚强，用医者仁心，让爱的

臂膀充满力量！
刘永红：单位工作再忙

也不让丈夫分心，家庭担子
再重也选择独自承受。20年
聚少离多，20年齐头并进，
你用家庭事业双优的答卷，
诠释了忠贞不渝的爱情誓
言！

王燕：真情付岁月，悲欢
藏怀抱。以坚强为词，以大爱
谱曲，以师表做调，唱出一曲
暖人心扉的奉献之歌：你以
身许国，我许君心安！

窦林娟：君当仗剑守海
疆，妻自抚琴随军郎。一次
次磨难，一个个重担，压不
垮我柔弱的双肩，700多个
日夜的声声呼唤，只为你醒
来的携手相伴！

心心中中有有爱爱
——— 边防警嫂篇

——— 致敬词———

李辉，山东日照市第
三实验小学语文教师。她
的丈夫名叫张磊，现任日
照市公安边防支队小海边
防派出所正营职干事。自
从成为一名警嫂，李辉便
全力支持丈夫所热爱和奋
斗的公安边防事业。2015
年4月，张磊母亲突发急性
胃出血，情况十分危急。而
此时，张磊正在海外维和，
每天都是荷枪实弹的巡

逻、守卫勤务。为了让丈夫
安心工作，在张磊母亲住
院的一个月里，李辉硬是
咬着牙没有向张磊透露半
点消息，一人操持家中大
小琐事。为了祛除胃寒，婆
婆需要每晚泡脚，李辉就
每晚在婆婆临睡前打热水
为她洗脚泡脚，被病友们
称为———“比女儿还孝顺
的儿媳妇”。直到张磊凯
旋，家人们才将此事轻描

淡写地告诉他。
丈夫凯旋，李辉作为

唯一的维和队员家属，受
邀参加“中国第三支赴利
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
先进事迹宣讲团”，代表
维和家属作先进事迹报
告共计13次，获得了山东
省委省政府、公安部边防
管理局、国际合作局等部
委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
度评价。

李辉：

婆婆婆婆住住院院一一月月，，一一直直瞒瞒着着丈丈夫夫

王燕是一名普通的人
民教师，丈夫是青岛边防
检查站检查员毕景春。作
为一名警嫂，多年来她用
孱弱的双肩担起家庭重
担，品味着生活的酸甜苦
辣，尽心尽力地支持丈夫
的工作，用默默付出表达
对丈夫所从事的边防事业
的支持。

2013年9月，毕景春远
在安徽接兵，一天夜里女
儿突发高烧，在这焦急时

刻，王燕抱起女儿赶往医
院。在医院一连打了几天
的抗生素烧也没退下来。
而她作为一名初三毕业班
教师，既要上课又要照顾
生病的孩子，忙得心力交
瘁，疲惫不堪。她心里又何
尝不渴望丈夫能在身边
呢？但是，丈夫每次给家里
打电话时，她总是说一切
都好，让丈夫安心工作。

多年来，王燕与丈夫
相知相爱，相互体贴，共同

走过风雨历程。大家眼中
的她，脸上总是洋溢着笑
容，笑容里充满着坚强与
自信，笑容里挂满了幸福
与美丽。在她的身上，既有
温柔善良、吃苦耐劳的传
统美德，又有自强自立、积
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她站
在边防军人的背后，默默
奉献，无怨无悔，为丈夫排
除一切后顾之忧，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动
人的拥军歌！

王燕：

女女儿儿夜夜发发高高烧烧，，压压根根没没跟跟老老公公说说

安政远：一张一弛，用严管
厚爱打造出一支钢铁队伍；宽
严相济，把一个落后中队带成
了标兵中队。心“安”于兵，科学
施“政”，行稳致“远”！

丁建民：贴心谈心交心，将
心比心；知兵爱兵安兵，以情换
情。有尊长一样的威严，有兄弟
一般的亲切。他用真情，脉动了
兵心，绚烂了警营。

张志伟：私人定制，量体裁
衣，官兵成才有方向；一人一
事，对症下药，思想工作无盲
区。能文能武的指导员，勇创一
流的好标杆！

丁孝文：交兵心，帮兵难，
身在兵中；一口清，兵情通，兵
在心中。你以兵为本，兵以你为
旗。连年创优的背后，是点点滴
滴真情的积累！

王恒：迈开步子，扑下身
子，在悄然之间打开心门；进来
是铁，出去是钢，因材施教让人
人闪光。良师是你，兄弟是你，
榜样亦是你！

潘茂华：把战士当兄弟，以身
为盾冲锋在前；把工作当事业，以
上率下守护平安，他豪情登“攀”，
正“茂”风“华”，用铁血担当带出
一个无坚不摧的战斗集体！

张春涛：十五载带兵，济济
英才；十五载育人，青春无悔。
管兵至严，爱兵至深，他以青春
的正步，踏出强军兴军的铿锵
足迹！

孙俊康：训练中敢说“看我
的”，任务中敢喊“跟我上”。久
经战阵的“老班长”，解忧帮困
的“好大哥”，他用青春的火炬
熔铸出明天的勋章！

张麟：恪尽职守，勇争一流
求卓越；身先士卒，立身为尺当
表率。带兵路上亦师亦友，你撒
下真情的种子，终会长成参天
大树！

张珍：带出一个好兵，登上
中国好人榜；带出一个好中队，
拿下全省大比武团体冠军。他
用嘹亮的口号喊响“强军有我”
的铮铮誓言！

心心中中有有兵兵
——— 带兵模范篇

将之求胜者，先致爱于兵。以兵为本，才能赢得血性雄狮；情暖
兵心，方可铸就铁血军魂。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或傲视海疆，开启带兵人劈波斩浪的征
程；或坚守国门，书写带兵人扎根边防的华章；或战斗在维稳一线，
彰显带兵人血性担当的忠诚；或立足平凡岗位，诠释带兵人润物无
声的情怀。他们用一个个精神标杆，激励着年轻官兵奋勇向前。他
们共同拥有一个响亮而自豪的名字：带兵模范！

张珍，现任威海市公安边
防支队机动中队中队长。从警
16年，先后荣立个人三等功2
次、集体三等功1次，获评公安
部边防管理局“标兵军事教练
员”等称号。

2014年9月，威海市公安边
防支队在侦办一起贩毒案件中，
张珍作为突击抓捕组组长，带领
3名战士最早赶到毒贩交易地
点。在毒贩即将结束交易离开现
场之际，案件指挥所果断下达了
抓捕指令，张珍带领战士第一时
间控制住两名犯罪嫌疑人。在对

嫌疑人上铐搜身过程中，其中一
人突然挣脱束缚，欲持凶器进行
袭击。张珍飞身扑向该嫌疑人，
将其压在身下并死死控制住。

事后，与张珍一起执行任
务的战士察觉他走路一瘸一
拐，这才发现原来刚才一扑用
力过猛，膝盖重重磕在地上，已
经形成严重水肿。战士带着哭
腔说：“队长，对不起，都是我太
不小心了，害你伤得这么重。”
张珍宽慰说：“执行任务，既要
保证任务完成，也要保证你们
的安全。这点小伤，没事儿！”

张珍：

飞飞身身擒擒毒毒贩贩

张麟，现任济南边防检查
站执勤业务二科科长。作为科
队主官，张麟面对工作任务冲
在前、干在先，是官兵们的“主
心骨”；作为业务骨干，张麟苦
练专业本领，肯钻研、重专精，
是官兵们的“活教材”；作为部
门中年长者，张麟以情带兵、真
心为兵，是同事们的“老大哥”。
工作中，他创新工作举措，严密
口岸管控，在口岸营造出畅通、
安全的通关环境，得到社会各
界的一致称赞。

多年来，在张麟的带领下，
该站执勤业务二科全体同志业
务素养大幅提升，在数次业务
评比中接连打破全站各项记
录，并在全省边检业务竞赛中
取得一次第一名、两次第二名
的优异成绩。由他们建议并参
与研发的“旅游团队零散验放
网上申报系统”使口岸通关效
率增幅超60%以上，成为山东
省公安边防总队“智慧边检”建
设的重要品牌之一，获得全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专利。

张麟：

官官兵兵““主主心心骨骨””

2013年以来，山东省公安
边防总队4个集体、7名个人
荣获国家级荣誉表彰，涌现
出14名一等功臣、45名二等功
臣。中韩边防派出所分别被
公安部、省委省政府授予“群

众满意模范边防派出所”“爱
民为民模范边防派出所”荣
誉称号。中国第三支赴利比
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被表彰
为“山东青年五四奖章集
体”，被公安部荣记集体一等

功。烟台市公安边防支队芝
罘大队政委许显朝获评“全
国公安机关爱民模范”、全国
公安系统“二级英模”称号，
受到习近平、李克强等党和
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

44个个集集体体和和77名名个个人人
荣荣获获国国家家级级荣荣誉誉表表彰彰

本报通讯员 王晓刚 钱程 王云龙 王凯祥

——— 致敬词———

边防警察，一个崇高的职业；嫂子，一个亲切的称谓。当二者结合，意味着她
将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等待，也承载起一份独有的荣耀与担当。

花好月圆时，他坚实的臂膀挂起钢枪，却没有成为她的依靠；万家灯火旁，他刚
毅的身影撑起一方平安，却没有带给她团圆的喜悦。选择当警嫂，就选择了艰辛和
孤独；选择当警嫂，就选择了坚毅和奉献。咫尺天涯的日子里，她把岁月盼得更瘦，
把孤单拉得更长。他守国，她守家。无私奉献无悔付出爱洒千里边防，忠诚守望只因
心中有爱，只有柔弱刚强！

葛新闻链接

魏鹏：三面环水的盐碱
滩上，他的身影最繁忙；辖区
百姓的心窝里，他的承诺最
响亮。他用执着和坚守，站成
了渤海第一哨，续写着岔尖
精神的不朽传奇！

张洋：青春有梦勇追逐，
国门戍守敢担当。“90后”的
标兵教员，十八般武艺样样
精通；27岁的一等功臣，急难
险重处处争先，他是年轻官
兵心目中的青春榜样！

迟伟：铁钩银划，书写卫
士雄风；妙手丹青，绘就多彩
警营。墨香飘海疆，文化润兵
心。他以墨为马，迈出了文化
固边的新步伐！

毛蕊：吐蕊砺芳华，风采
耀国门！十载创新，书写使命
担当；十载坚守，激励青春梦

想！巍巍国门前，她是专业敬
业的文明使者，光彩夺目的
耀眼橄榄花！

陈铁军：拦快艇，擒歹
徒，生死三厘米；走村巷，问
冷暖，爱心零距离。他是群众
的贴心人，渔民的保护神。他
对百姓，百分百真情！百姓对
他，百分百满意！

尹涛涛：住三十年前的
旧平房，却念想着群众都能
住上新楼房；喝酸涩的苦井
水，却渴盼着百姓都能通上
自来水。他跋涉千里，总是围
着红柳滩；吃苦万般，给群众
们的都是甜！

曹园媛：十年前，自强不
息的受助女童；十年后，归巢
反哺的阳光女警。她心系群
众，情洒蓓蕾，筑起爱心联

盟。心怀感恩，为爱代言，长
大后我就成了你！

杜慧：巾帼女警不让须
眉，铿锵玫瑰精彩绽放。她是
以情换心的“服务明星”，火
眼金睛的“识伪高手”。她的
眼神，慧通世界；她的睿智，
守护国门！

赵殿阁：因一根羽毛的
故事逐梦蓝盔，听伟大祖国
的召唤擎旗远征。把维和当
事业，重整行装再出发。他用
热血和忠诚书写出家国情
怀、大国担当！

张海川：二十年从警，热
血无悔；二十载爱民，风雨兼
程。面对群众，付出至爱真
情；面对危险，上演最美逆
行。他用一颗忠诚的心，诠释
了基层民警的情怀与担当！

心心中中有有党党
——— 边防卫士篇

——— 致敬词———

红船破浪历九旬，党旗引领战旗魂。
翻开山东公安边防的历史画卷，在党的领导下，一代代边防官兵高举旗帜、铁心向党、矢志

戍边、建功海防。他们，在三千多公里的蓝色海疆，披肝沥胆，以青春热血筑起钢铁长城；他们，
在十六个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竭诚奉献，以高效服务打造中国名片；他们，在万里之外的西非大
陆，舍生忘死，用绝对忠诚擎起大国担当。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10名奋战在一线的“边防卫士”
代表，在赓续英模血脉的道路上，用行动表达忠诚和誓言，用汗水凝聚辉煌和荣耀，用大爱回报
齐鲁大地，成为了新时代的军人典范、边防脊梁！

曹园媛，现任烟台市公安边防支队养马
岛边防派出所干事，是全省公安边防部队唯
一一名女责任区民警。13年前，曹园媛的父母
在一次意外中双双遇难，就在其与80岁的祖
母孤苦无依之时，养马岛边防派出所的民警，
像一缕阳光照进了她们的生活。一次次捐款
捐物，一次次辅导教育，让一个受伤女孩心头
的阴霾得以驱散，坚强的信念得以重拾。十余
年间，官兵茬茬更换，爱心却绵绵不断。终于，
园媛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大学，研究生顺利毕
业后，她毅然选择投身警营，扎根一线，成为
了一名边防民警。

“她心系群众，情洒蓓蕾，筑起爱心联盟。
心怀感恩，为爱代言，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入
警后，曹园媛将对部队的一分感恩，转化成了
对人民和边防工作的一腔热血，开启了五年如
一日的“爱心接力”。她创新推出了“认亲式”工
作法，建立了“图册式”走访笔记，组建了3支

“亲属团”巡防队，倡导开展了“园媛爱心联盟”
爱心课堂120余次，帮助群众解决各类困难300
余次，参与调处矛盾纠纷600余起，件件做到了
群众信服、满意。因工作成绩突出，先后获得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山东省三八红旗手”等
荣誉10余次。

曹园媛：

从从孤孤儿儿到到女女警警，，感感恩恩橄橄榄榄绿绿

赵殿阁，现任公安部常备维和警队防暴
二队后勤分队队员。在13年的从警生涯中，他
曾是一名优秀狙击手，百步穿杨一击必杀，在
奥运安保、打击犯罪中百炼成钢；他曾是一名
优秀的维和警察，英勇无畏扬名西非，在抗击
埃博拉、处置暴力事件中一往无前。如今，他
是中国首支常备维和警队的一员，并以全科
全优成绩顺利通过联合国甄选考核，加入了
维和能力待命机制最高部署等级，随时响应
党和祖国号召再次受命出征，誓以青春和热
血在大国维和事业新征程中，书写绚丽多彩
的人生画卷。

国际维和，是中国彰显大国地位、大国作
为和大国担当的重要窗口。重任在肩，赵殿阁
一刻不敢忘记。在他第一次抵达非洲利比里
亚任务区不到两个月的时候，防暴队就遇到
了一起群体性事件。作为24小时执勤的第一
梯队，身患疟疾的赵殿阁硬是坚持了12个小
时，直到任务结束昏倒在返回营区的装甲车
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正是抱定此种决心，
他才出色完成了集战斗执勤、医疗保障等复
合型勤务于一体的多元任务。入伍13年，他荣
获联合国“和平勋章”，被公安部授予“维和纪
念章”，荣立个人一等功。

赵殿阁：

1133年年从从警警出出击击，，维维和和显显身身手手

公安部常

备维和警队砺练

精兵。 李迪 摄

青岛边防

民警向辖区居

民宣传法律知

识。 钱程 摄

▲一位入境

旅客由衷地点赞：

中 国 边 检 ，好 样

的！ 钱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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