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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是他给百姓的承诺
“没见他怕过，更没见他退过。 ”这是

于勇的老队长李玉星对他的评价。
2016 年中秋节前夜， 欢乐祥和的星

城突然响起了枪声。 “商学院打死了两个
人！ ”“凶手有枪，不晓得什么时候还要杀
人！ ”这起恶性持枪杀人案让群众的恐慌
情绪瞬间蔓延。

接警后，于勇带队连夜追捕，中秋节
凌晨锁定嫌疑人藏身地。 据情报显示，嫌
疑人不仅有枪，还随身携带管制刀具。 在
行动方案中，因戴了防割手套，不利于使
用枪支， 担任抓捕手的队员只能徒手行
动，中枪受伤风险极大。 “我来！ ”于勇又
一次选择了最危险的位置。

2 点，3 点……伏击守候近 5 个小时
后， 终于等到了最佳抓捕时机。 6 时 40
分，强攻命令下达，于勇冲进嫌犯躲避的
房间迅速避开对方的枪口， 将其制伏在
地。

凭借舍生忘死的无畏忠诚与千锤百
炼的过硬技能， 于勇选择让已上膛的手
枪对准自己， 确保子弹绝无机会伤害群
众， 而这只是他 10 多次搏命战斗的掠
影 。 先后成功参与处置 “9·15”“9·18”
“12·22”新化持枪杀人案等重大案事件，
于勇成为了长沙公安队伍中当之无愧的
“铁拳”和“尖刀”。

2018 年，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雷霆万
钧。 于勇果敢“亮剑”，先后 10 余次赴外
省执行抓捕任务，成功参与 “4·01” “5·
05” “5·27”等多起重大涉黑涉恶案件
处置 。 同年 3 月 16 日 ，于勇带队抓捕

“5·05” 涉黑犯罪团伙 1 号嫌疑人梁
某某 。 据情报显示，此人行事极为霸道
猖狂，车内常年备有手枪、砍刀等危险武
器。 经过 3 天 3 夜的连续蹲守，在收网指
令下达后， 于勇卸下大部分防护装备乔
装成路人， 一个飞身锁喉将嫌疑人扑倒
在地， 随后在嫌疑人身上搜出仿真枪 1
支， 在其车上收缴砍刀两把， 成功打响
“5·05”案抓捕行动第 1 枪。

“我知道自己是血肉之躯，挡不住一
把刀、一颗子弹、一场爆炸。 但当危险来
临的时候，我们警察必须选择迎难而上，
因为在我们身后是老百姓的平安。 ”提到
多次出生入死的经历， 于勇显得十分释

然。

“我行”是他给自己的勉励
“祖国有需， 人民有召， 我不上谁

上？ ”这是于勇当了一辈子兵的老父亲说
过最多的一句话，它像一个循环，也为于
勇的人生提供了主旋律。

受家庭氛围影响， 于勇从小就坚定
了自己的理想———长大要做一名人民警
察。 他总说：“从警 18 年，我将人生最美
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我热爱的特警岗
位。 ”

2004 年，22 岁的于勇从部队复员成
为长沙特警。 “我们时时命悬一线，老百

姓才能天天平安。 ”这是他的口头禅，更
是他始终以人民满意为最高标准的体
现。

这份热爱让他一路披荆斩棘： 训练
场上，为了提高自己的体能，不断给自己
加压，挑战极限。 2006 年夏天，在一次障
碍训练中， 意外受伤的于勇被战友抬
进了 手 术 室 ，再 出 来 时 ，他 的 右 膝 半
月板只剩三分之二 ，再也不能正常地
弯曲受力 。

刚出院时上厕所， 必须前后站立才
能蹲下；每次简单的起立动作，都要靠双
手支撑完成。 医生告诉他，今后不能再进
行高强度训练，“要是再拼， 腿就废了”。
他问自己 ：“是放弃 ， 还是努力再拼一
把？ ”在康复期间，他坐在训练场边一边
学习课程，一边慢慢尝试让右腿做动作。
身体恢复后，他克服原来的身体习惯，训
练左手持枪，左腿跪地。 半年后，于勇以
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射击、擒拿格斗、综合
体技能、攀爬速降、武装越野等科目的考
核。

10 多年来，在跪姿射击时，于勇起身
总比其他队员慢两秒， 除急速发力的百
米短跑无法胜任外，其余科目门门优秀。
每次训练考核后， 膝盖的旧疾都会隐隐
作痛， 他已经习惯随身携带热水袋热敷
后继续训练。

“我一定行，绝对不能输。 ”这是于勇
对热爱的特警工作倔强的信念。

从“橄榄绿”到 “藏青蓝 ”，在不同的
舞台， 于勇始终用一腔为民的赤诚和热
血，以最扎实的工作态度、最优异的工作
成绩践行着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李林俊

“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你
对责任压力传导不够严、不够实，没有形
成一级抓一级 、 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
局。 ”近日，新田县委根据“镜鉴”以案促
改专项活动要求， 召开常委班子以案促
改净化修复政治生态专题民主生活会 ，
12 位“关键少数”作个人对照检查发言并
开展互相批评。

此次会议是省纪委监委部署在永州
开展的“镜鉴”以案促改专项活动规定动
作之一。 专项活动为期 1 年，共有 7 项规
定动作。 新田的会议全程近 5 个小时，12
位县委常委以永州近年发生的严重违纪
违法案为鉴，按照“六要六谨防”要求，联
系个人实际查摆问题深入剖析思想根
源。

会议更像是一场 “考试 ”，省纪委监
委查办案件的审查调查室和相关监督检
查室负责人到会监督指导， 通报唐军严

重违纪违法案查处情况， 提出纪检监察
建议，并对本次会议进行点评。

直奔主题，放下包袱吐真言
“大家要深刻汲取县委原书记唐军

和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 主任欧阳
涛等严重违纪违法案的教训， 坚持问题
导向查摆问题， 并对问题存在根源进行
深入剖析”。 会议一开始便直奔主题。

“对招投标领域腐败监管仍有欠缺，
对职能部门是否监管到位跟踪问效不
够。 究其根本，是自己压实‘一岗双责’不
到位，对履行此项工作职责重视不够、监
管不严、责任压实不彻底。 ”会上，县委书
记秦山成首先作个人对照发言， 共查摆
8 个方面 19 个具体问题。

县委副书记、 县长黄永英坦言：“因
工作原因，自己对‘县长信箱’浏览较少，
对一些信访问题往往满足于交办给副县
长和科局长处理，对群众所需、所想缺乏
了解。 ”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我在与企业
家打交道过程中，有点过于‘清’，忽略了
‘亲’， 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方面做得不
够。 ”当天，数位班子成员均点出了类似
问题。

相继发言的班子成员直面问题 、直
击痛点，实事求是地剖析自己，达到了统
一思想认识、找准问题根源、明确职责任
务、 推动整改落实的目的， 针对这些问
题，他们明确了努力方向及改进措施，并
逐一明确整改期限。

直面症结，互相批评促整改
民主生活会上，班子成员不留情面，

火力全开，“辣语”频出，被批评者态度诚
恳，认真记录 ，表示全部接受批评意见，
迅速抓好问题整改。

记者注意到，11 位常委对秦山成提
出的批评意见中， 出现频率最多的一条
是：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对部
门责任压力传导不够严、不够实，责任落

实存在层层递减现象，对 “关键少数 ”的
监督缺乏有效手段。 对此，秦山成表示：
“对各位同志提出的批评意见，我真诚接
受，并及时整改落实。 ”

常委班子成员之间的批评也见血见
肉：“认为是挂职干部， 在新田工作的时
间不会太长，存在一定的‘看客’心态，没
有真正发挥懂经济、懂金融的特长。 ”“厉
行勤俭节约作风的示范作用发挥不够 ，
客商来考察有时存在超标准接待”……

被批评的班子成员纷纷表示：“将不
断提高政治站位，与县委同心同德，为新
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竭尽所能、 尽职
尽责。 ”

会上，每个班子成员均从政治意识、
履职用权、 为民服务等角度对其他同志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批评意见和建议。 接
下来 ，他们将充分运用好专题民主生
活会的成果 ， 切实抓好问题整改 ，进
一步健全制度机制 ，营造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 。

生死时刻，他迎着刀枪直面而上
———记“双百政法英模”、长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第一管理大队大队长于勇

这场专题民主生活会“辣味”十足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杜巧巧

有这样一群警察， 有时穿着精良的警用装备， 在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中执勤； 有时配合其他警种， 身手敏捷地在打击犯罪一线奔忙。 他们有个共同的身
份———特巡警。 于勇就是他们的一员。

于勇现任长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第一管理大队大队长，先后荣立个人 1 等功 1 次、3 等功 4 次、嘉奖 6 次，获得“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双百政法英模”
“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湖南省模范退役军人”“长沙市最美退役军人”等荣誉。

工作中的于勇。 警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