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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十大最美基层民警揭晓

李文芝 原楚雄州武定县公安局经侦大队
教导员。她一生爱警，
一生为民，
破案敢打敢拼，
扶贫尽心尽力，在扶贫路上因车祸失去了宝贵
的生命。
邹路遥 昆明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五大队大
队长（原云豹突击队教导员）。他把青春献给了
挚爱的特警事业，历经数次生死考验，完成多起
重大劫持人质案（事）件处置，曾在执行任务中
与家人失联 86 天。

赵鑫 昭通市盐津县公安局民警。2018 年
2 月 18 日，大年初三，在执行抓捕犯罪嫌疑人的
任务中，
面对刀光剑影，
他将生死置之度外，
飞身
扑向歹徒，从 8 米多高的楼上摔下，在送往医院
抢救的途中，
仍用微弱的声音问道：
“嫌疑人怎么
样了？
”
经医生诊断，
赵鑫颅内出血、
胸腔积水、
肺
部挫伤、
枕骨骨折。
许昆丽 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公安局民
警。她大学毕业后来到了沧源，在偏远艰苦的
环境中，在法医岗位上一干就是 10 余年。她耐
心细致，一次又一次恢复重现犯罪现场，让死者
“复活”，让尸体“说话”，为攻破多起疑难案件提
供强大助力。
胡锦文 玉溪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巡警大
队大风垭口中队中队长。他和战友一直默默坚
守在被称为“死亡之坡”的昆磨高速公路大风垭
口 27 公里长下坡，
一干就是 12 年，
他和战友设计
的“网红大网兜”
挽救了多人生命。
黄继承 迪庆州维西县公安局塔城派出所
副所长。他在管理服务中，带领民警创建“互
联网+社区警务”的工作模式，将平安建设、
警民
和谐带入了信息化快车道，通过一件件小事温
暖了僧侣们的心，
赢得了藏区群众的认可。

陈应伟 保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
二中队中队长。从警16年来，
他始终扎根基层，
为
交通管理工作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他背送跌
倒的空巢老人回家，
抱着别人家高烧昏厥的孩子箭
步冲进抢救室，
在暴雨中有条不紊指挥穿梭的车流
……他说得最多的就是
“马上到！
”
。
张红辉 怒江州贡山县公安局独龙江交警
中队中队长。刚参加工作不久，他就被调到了
独龙江，工作 6 年多来，他一年坚守在大山深处
300 余天，一直坚守在公安工作最前沿、
最深处，
只为独龙族群众和过往旅客顺利安全通行，被
群众亲切地称为独龙江公路的
“守护神”
。
实习记者 马雯 实习生 杨杰镔

城在园中、园在城中，半城苹果满城香，一分钟
时间内，昭通会发生什么？9 月 10 日，
《看新时代·
云南一分钟》州市系列宣传片之昭通篇正式上线，
一颗滇东北城市明珠熠熠生辉、跃然眼前。
一分钟，
6000 个苹果走出昭通
一分钟，
500 个小草坝天麻走向世界
一分钟，
3 万个马铃薯新鲜出土
一分钟，
向家坝、
溪洛渡电站发电 17 万千瓦时
一分钟，
4.9 万元投入高速公路建设
一分钟，
3.7 吨货物进入水富港
一分钟，
7 人在扎西会议会址追忆伟大长征
一分钟，
1400只黑颈鹤在大山包自然保护区栖息嬉戏
……
“昭通一分钟”
的镜头大气磅礴，
以
“一分钟”
的视
角回溯历史、
展现当前、
放眼未来，
让人倍感振奋。这
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城市，1950 年解放，2001 年撤地

“可爱的中国·云南篇”

阿昌族
“户撒刀王”
锻出最锋利的刀
“可爱的中国”系列短视频云南篇，今天先登场
的是阿昌族。
2019 年夏天，德宏州陇川县户撒乡，下过一场
小雨，
很是凉爽。踏进户撒项老赛民族工艺刀具厂，
在开满鲜花的院子，见到正在专心致志打刀的项老
赛。他是阿昌族户撒刀锻制技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
表性传承人。
阿昌族是云南特有的、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
一，主要聚居在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户撒阿昌族乡
和梁河县曩宋阿昌族乡、九保阿昌族乡，
其余分布于
芒市、盈江、腾冲、龙陵、云龙等县（市）。
阿昌族制造的铁器极负盛名，以“户撒刀”著
称于世，户撒刀是全国四大名刀之一，其工艺祖辈
相传。阿昌族打制刀具已有 600 多年的历史，户撒
刀工艺独特，质地精良，锋利耐用，有“柔可绕指，削
铁如泥”
之誉，
久享盛名。
项老赛是正宗阿昌打刀世家的传人。他家在户
撒乡腊撒村新寨村民小组，
新寨也是户撒乡打刀人最
多的村寨，
全村 30 户中打刀的就有 20 多户。
在众多户撒刀艺人当中，
项老赛的技术最精，
最
能适应顾客的各种要求。
2000年，
项老赛打制的户撒刀进入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博物馆。2006年，
在户撒乡举办的民族手工艺比
赛中，
项老赛打的刀荣获第一，
获得了
“刀王”
的荣誉。
项老赛从小跟着父亲学习打刀的技艺，
他聪慧好
学，
得到父亲的真传，14 岁就可以自己独立操作。

《云南 24 小时》上线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人民日报社新媒体
中心与中央网信办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合作，联动
各地，推出“中国 24 小时·地方篇”系列微视频，全景
展现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光辉岁月。昨天推出第
十三集：
《云南 24 小时》。
这里有满目金光的梅里雪山
这里有三江并流的蔚为大观
这里有世外桃源的香格里拉
这里还有热情洋溢的泼水节
《云南 24 小时》带你感受“七彩云南”
06:00 晨曦照耀梅里雪山金顶
07:00 农人采摘新鲜茶叶
10:00 万亩油菜花竞相绽放

设市，
2014 年向家坝、溪洛渡全面投产发电，
2017 年
11 月 30 日鲁甸
“8·03”
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全面完成；
这是一座蓬勃发展的城市，
生产总值不断攀升，
2018
年 GDP 达 889.5 亿元，
比 1952 年增长 988 倍；
这是一
座砥砺奋进的城市，
新时代中将誓破深度贫困堡垒，
强化绿色产业支撑，
建设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一分钟，
看高峡平湖；
一分钟，
越金江峡谷；
一分
钟，
游豆沙古镇；
一分钟，
赏鹤舞九天；
一分钟，
品满城
果香……今天的一分钟，
请把目光聚焦到乌蒙大地上。
《看新时代·云南一分钟》州市系列宣传片由云
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牵头，云南网与各州市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等联合拍摄制作，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8 月 26 日以来，已推出昆明、大理、德宏、楚
雄、西双版纳、临沧、保山、丽江、迪庆等篇章，这次
昭通篇上线，其他州市篇也将陆续与各位网友见
面，
敬请关注。
云南网记者 黎鸿凯

善于钻研的项老赛，
在刀的外观、质地、图案、包
装上下苦功夫。他打的刀具，
由于做工精致、质地精
良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2006 年 5 月 20 日，
户撒刀锻制技艺经国务院批
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007 年 6 月 5 日，经国家文化部确定，云南省陇
川县的项老赛为户撒刀锻制技艺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并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226 名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项老赛为光明网、云视网记者现场展示了
“铁刀
斩 8mm 钢筋、削水瓶”
技艺，
让众人惊叹连连。
项老赛长子项长命和次子项长福也是自小跟随
父亲学习户撒刀锻制技艺，项老赛把自己制作户撒
刀的技艺和心得悉数传给了他们。
在院中的陈列室里，摆放着众多项老赛和儿子
打制的刀具，
其中不乏精美独特、装饰精巧的刀。
“良心不好的人，
我不会卖刀给他。
”
项老赛说，
别
人来买刀，
项老赛还要听其言、
观其行，
并不是有钱就
能买他的刀。当流水线式的大机器生产逐渐取代了
工匠们的手工作业时，
项老赛和户撒刀手工艺人们仍
一如既往地用匠人之心守护、
传承着户撒刀文化。
光明网在户撒乡所做的直播中，身着阿昌族民
族服饰的阿昌族姑娘与光明网主播穆辰一同亮相，
受到了广大网友的点赞。
阿昌族的服饰简洁、朴素、美观，配饰颜色却是
鲜艳灿烂。阿昌族妇女的服装饰品别致而独具特色。
扫码可观看视频

马勋 大理州永平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技术中队长。他从博南山走出，大学毕业后又
毅然回到博南山下，
从基层、
基础开始，
通过自身
努力一步步成长为永平公安不折不扣的破案能
手，为打击犯罪、维护一方社会平安作出了重大
贡献。

《看新时代·云南一分钟》
昭通篇上线

扫码可观看视频

李涛 红河州绿春县公安局民警。他默默
奉献在基层一线，服务拉祜族群众，带领当地村
民啃下一块块脱贫攻坚硬骨头，让当地村民结
束了风餐露宿、
衣衫褴褛的生活。

半城苹果满城香

扫码可观看视频

按照中宣部、公安部的部署安排，今年 8 月份以来，
省委宣传部和省公安厅在全省部署开展寻找最美基层
民警主题宣传活动，全省层层动员部署、层层发动宣传，
全方位、多角度地挖掘最美基层民警的感人故事。
9 月 6 日，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邀请社会各界代
表以观看新媒体作品展播、聆听故事分享等形式,对各
地推荐报送的 16 位最美基层民警候选人先进事迹进行
评审，最终评选出云南十大最美基层民警。

11:00 开 渔 节 千 帆 竞
发、
奋楫者先
17:00 古 城 游 人 如 织 、
流连忘返
18:00 古法手工造纸，
传承非遗技艺
21:00 昆明会展中心光影变幻
22:00 孔雀舞婀娜多姿、
轻盈灵动
24 小时，
大美河山巍峨壮丽
24 小时，
民族风情多彩旖旎
24 小时，
对外开放蹄疾步稳
24 小时，
彩云之南跨越前行
24 小时，
只争朝夕
70 年，
七彩云南和合共生
人民日报新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