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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王薇

舒帅，1978 年出生，2000 年从警，共
产党员。 现任长沙市芙蓉分局韭菜园派
出所教导员。 2010 年 3 月 13 日，时任文
艺路派出所副所长的舒帅， 在处警过程
中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身受重伤。 经医
院全力抢救一周后才转危为安， 后经民
政部门评定为八级伤残。 舒帅先后荣立
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2 次，被湖南省公安
厅评为“执法规范化标兵 ”，被长沙市政
府评为“长沙市优秀共产党员”。

血肉之躯筑成群众挡箭牌
“我一生都记得这里，幸好舒所长来

帮我解围， 很感谢他冒着生命危险帮助
了我。 ”时隔 11 年，被舒帅解救的受害人
不时会回想起那令人难忘的一幕。

2010 年 3 月 13 日晚上 8 点 50 分 ，
文艺路派出所接到报警称， 白沙路与复
兴街交叉路口有人寻衅滋事。 接警后，副
所长舒帅和民警邓涛立即赶赴现场。 两
人赶到时， 白沙路由南往北的交通已严
重堵塞， 道路中 4 名歹徒正在殴打一名
跪在地上的男子，气焰十分嚣张。

经了解， 受害人与 6 名歹徒此前并
不认识， 事发原因仅仅是因为受害人按

了两声喇叭。 歹徒就将他拖下车拳打脚踢。
舒帅首先帮助受害人离开现场 ，之

后， 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歹徒手中
的匕首夺下，然后对其实施抓捕。

夺刀过程中， 他遭到了 6 名歹徒激
烈反抗，舒帅拔出警棍还击。

凶残的歹徒拔出尖刀对着舒帅和邓
涛就刺。 两位民警临危不惧，以血肉之躯
与对方展开殊死搏斗，由于寡不敌众，舒
帅的头、颈、胸、腰等处连中 4 刀，倒在血

泊中。 “当时有 4 刀直接刺进了胸腔，造
成肺部创伤，抢救的医生说，全身失血量
达到了二分之一。 ”

增援警力到来时， 犯罪嫌疑人已逃
离现场，经过 5 天追击，警方将犯罪嫌疑
人全部抓获。 身负重伤的舒帅被送往中
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抢救， 从死神手中抢
回了一条命。

回忆往事， 舒帅依然不后悔自己的
选择：“只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依然

会履行自己的职责！ ”

敬业在无私付出中体现
舒帅重伤后落下肺功能呼吸障碍 ，

却不愿享受特殊照顾， 干起活来一样拼
命。

在疫情期间，舒帅连续 33 天守在疫
情防控一线。2020 年 1 月 23 日大年二十
九晚上， 群众举报有一辆武汉牌照的小
车要进居民小区。 原来是小区居民张大
爷放心不下在武汉生活的儿子一家 ，把
儿子一家五口接来了长沙， 结果被小区
保安拦住，双方僵持不下。

为了平息事态， 舒帅立马穿上防护
服赶到现场， 气喘吁吁地站在汽车前作
解释沟通工作，直到凌晨 1 点多，整整站
了 6 个小时，才打消他们心中的疑惑。

基层派出所人少事多， 他从不计较
个人得失，平时加班加点，从没有叫过苦
和累。 为不遗余力地服务辖区群众、打击
违法犯罪、参与扫黑除恶行动，他几乎放
弃了所有休息时间。

凭着对公安基层工作的执著追求和
满腔热情， 舒帅用实际行动在平凡岗位
上谱写着社会主义新时代一名基层民警
的人生华章， 履行了一名人民警察的神
圣职责。

法制周报·新湖南见习记者 李林俊
通讯员 梁涛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政法。 ”最近热
播的《巡回检察官 》中冯森的一句台词 ，
引起了诸多政法人的共鸣。 娄底市公安
局禁毒支队有这样一位警察，11 年砥砺
奋斗缉毒破案风雨路、倾情演绎“生死时
速”；11 年忠诚担当根治毒害、驰骋疆场
“无问西东”。 他，就是全国禁毒工作先进
个人、省优秀人民警察、娄底市公安局禁
毒支队支队长刘伟。

“换血”
让娄底禁毒工作焕然一新
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 娄底毒品问

题非常突出， 在册吸毒人数排名全省前
三，相对常住人口比率居全省第一，人民
群众对禁毒工作的民调一直在全省居
后。

2009 年 12 月，刘伟开始担任娄底市
公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 为改变禁毒工
作缺钱缺物的困境， 他积极争取市委市
政府对禁毒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建立禁
毒经费保障机制 ，禁毒装备 、预防教育 、
缉毒执法、 禁吸戒毒等工作经费按实际
需要逐年增长， 逐步实现了禁毒保障制
度化。

近几年来，娄底各级政府共投入 3.1
亿元， 建成禁毒科普教育实体馆和全国
首个三维实景网上禁毒教育馆、 特殊涉
毒群体收治中心、禁毒情报研判中心、毒
品实验室、6 个毒品公开查缉站，新（扩）

建市、县强戒所 ，县级禁毒教育基地 ，为
娄底禁毒奠定了扎实基础和强大技术支
撑。

随着各项机制的健全完善， 娄底依
法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毒品能力全
面提升。 近年来，娄底连续 4 年荣获“全
省禁毒工作先进市州”，禁毒支队多次被
评为全省缉毒执法、禁毒预防教育、禁毒
情报研判先进单位。

“造血”
开禁毒工作未有之先例

长期以来， 检测国家公职人员吸毒
问题和病残吸毒人员吞食异物逃避打击
处理是禁毒工作的两大难题。 刘伟向娄

底市委市政府提出常态化开展公职人员
吸毒检测和强制管理吞食异物吸毒人员工
作建议，他说：“其他地区没有先例，我们要
敢于做拓荒者”。

2015年， 娄底市实施第一例对吞食异
物吸毒者外科取除手术，冷水江市吸毒人员
陈某吞下的 10厘米铁丝被取出， 随后被收
戒至强制隔离戒毒所，他第三次逃避法律打
击的妄想破灭了。

此外，经刘伟多次建议，2016年 6月，娄
底出台了 《娄底市公职人员吸毒检测方案》
《娄底市党员和国家公职人员吸毒行为处理
办法》， 在全国率先常态化开展公职人员吸
毒检测工作，截至目前已先后查处涉毒公职
人员 25人。 国家禁毒办、中组部先后对娄底

市常态化检测公职人员吸毒工作进行调研，
并向全国推广。

“流血”
守护人民群众免受毒害

缉毒战场有时要时刻直面生死 ，今
年 57 岁的刘伟 11 年如一日奋战在缉毒
最前沿， 是守护一方百姓免受毒害的拼
命三郎。 近 5 年内，刘伟带队破获毒品刑
事犯罪案件 3500 余起，其中部督案件 11
起、 省督案件 33 起， 摧毁贩毒团伙 315
个， 查获涉毒违法犯罪人员 1.7 万余人
次，娄底毒情严峻形势得到全面缓解，成
功进入无全国、 全省禁毒重点整治县市
的市州行列。

2015 年 7 月 21 日，刘伟带领 4 名专
案民警抓捕部督目标案件主要犯罪嫌疑
人谭某。 此时，专案组已掌握了谭某购进
毒品和 5 连发霰弹猎枪的信息。 刘伟等
5 人分乘两辆小车对谭某实施跟踪抓
捕。 3 天后，当谭某与上线蔡某把车停在
双峰县城区一店门口，双双下车后，实施
围捕的民警将两人按倒在地， 蔡某束手
就擒； 谭某挣脱后奔向距离仅 3 米的车
辆。 刘伟眼疾手快，一个箭步冲上去将谭
某死死扑倒在车旁绿化带。 随后，民警在
谭某的车上缴获上膛的五连发霰弹猎枪
1 支、子弹 5 发。

为了缉毒破案，刘伟负伤不下 5 次。
有人问刘伟有没有怕过？ 刘伟总是笑着
回答：“如果连我们自己都害怕的话 ，就
没人去做了，只要不让毒贩逃脱，不让群
众受伤，我们流点血不算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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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民警舒帅：重伤护平安 忠诚铸警魂

缉毒警察刘伟：刀尖上行走的“拼命三郎”

编者按 作为司法警察，他牢牢坚守着公平与正义； 作为禁毒支队长，他与毒贩斗智斗勇，开创出禁毒工作的新天地；作为派出所副所长，他守护平安的脚步一刻也不曾停
歇……由于工作的相对特殊性，他们平凡而精彩的人生也许并不广为人知。 1 月 10 日，是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本报推出专题特刊，以见证他们曾经辉煌或正在演绎的精彩。

舒帅(左）在接待群众。

刘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