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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法院司法警察技能大比武”举办在即，各地法警——

汗洒训练场 血铸钢铁魂

“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
——山东司法警察备战大比武活动纪实

王保领 郭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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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以来，各级法院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
法警察技能大比武活动的总体部署，紧密结合人民法院审判执行
工作需要，把技能大比武与司法警察队伍建设和警务保障工作有
机结合，科学制订活动方案，周密组织比武备战。日前，一场场
比武竞赛在全国各地相继举办，在全国法院掀起司法警察比武练
兵热潮，为不日即将举办的首届全国法院司法警察技能大比武打
下了坚实基础。

“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女警当
男人练、男警当超人练”……这是山东法
院参加全国法院司法警察技能大比武的集
训队员在训练场上写下的铮铮誓言。

在即将到来的首届全国法院司法警
察技能大比武中，山东法院不但需要组
队参赛，还被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承担不
少于 69 人的综合搏击术表演科目。山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对此高度重视，
全方位做好各项大比武备战工作。

大比武推动大练兵

全国法院司法警察技能大比武活动
的通知下发后，山东高院党组第一时间
作出部署，研究决定2016上半年利用4
个月的时间，对全省法院 4977 名司法
警察及警务辅助人员进行一次全员额大
培训大练兵。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保障大培
训工作，山东高院先后投资200余万元，
专门购置了 X 光机、安检门等教学设
备。为确保取得预期培训效果，采取两
级培训的组织方式，山东高院针对三级
警队负责人、安检骨干和法警总队全体
干警分四期组织实施，共培训701人；各
中院针对其余干警分三期组织实施，共
培训4276人，确保全省法院警务工作人
员培训全覆盖。以大培训为牵引，大比
武活动在山东全省法院如火如荼展开。

利用大培训平台，法警总队面向全
省法院各支队、大队选拔推荐的训练尖
子，设下比武擂台。经过激烈角逐，从全
省法院近5000名警务工作人员中，选拔
出40名参赛司法警察以及100名演练队
员。大比武备战工作有条不紊稳步推进。

酷暑练兵壮豪情

7 月，三伏天，正是流汗的季节，
来自全省19个支队的140名干警齐聚淄
博人民警察训练基地。他们将在这里集
中强化训练4个月。

室外温度高达 42℃，水泥地面的
训练场地表温度最高时能达到 60℃。
即使阴雨天气，室外温度也能到 40℃
左右，相对湿度高达 90%，闷热如蒸
笼。

参训干警5时起床训练3小时，上
午 4 小时、下午 4 小时，夜训 3 小时，
每天高强度训练14小时。

白天强烈的太阳紫外线照在身上，
就像是一根根的毒刺扎进肉里，皮肤晒
黑了，一层层的脱皮，有的甚至化脓流
水，被凝结在衣服上的汗渍浸透，疼得
钻心。男队员索性统一光膀子训练，几
日下来，皮肤就成了紫黑色。几名女警
开始还“全副遮掩，只露两眼”，但浸
透的汗水使她们不得不将帽子、围巾、
套袖、手套一件件地褪去，“白雪公
主”到底还是晒成了“黑珍珠”。

酷热的暑天气，炼狱般的训练，两
周下来，有的队员中暑了，有的队员晒
伤了，集训队员训练情绪出现了波动。
这时候集训队总教练兼队员赵玉朋提出
了“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的口
号。为鼓舞士气，教练组定做了大红条
幅标语，把集训队员的口号环绕训练场
一圈，还在训练场中心设置了大比武倒
计时牌和训练誓言榜，把每个参训干警
的照片和训练誓言，粘贴在训练榜上，
时刻鼓励大家不忘初心，克服伤痛，迎
接挑战。

似火的骄阳，晒枯了花草，蒸发了
汗水，但晒不化参训干警的顽强；坚硬

的地面，磨破了作训手套、磨坏了作训
鞋，但磨不灭参训干警的意志；清一色
黝黑的面孔分不出男女，坚毅的眼神透
露出山东法警的顽强与执着；整齐的动
作、铿锵有力的口号、豪气冲天的劲
头，感动着前来看望他们的领导和战
友，感动着这里的一草一木……

爱心聚焦练兵场

集训队员在训练场不要命地训练，
法警总队领导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为
了给队员们鼓劲，给一些安慰和温暖，
总队领导想了很多办法。

总队专门安排的一名宣传骨干常驻训
练基地，和参训法警一起摸爬滚打，抓拍
感人瞬间，撰写感人故事，及时编发集训
信息。

为了解除集训队员对训练受伤的后
顾之忧，山东高院给每个集训队员购买
了大额保险。同时，总队选调了一名懂战
地救护的法警跟班作业，对训练中出现
的晕倒、晒伤、扭伤等情况进行及时处
理。

大比武活动把全省法警的心聚到了
一起，集训队员时刻感受到不是个人在
拼搏，他们代表的是一个光荣的集体，
大家的关爱鼓舞他们砥砺拼搏，头顶骄
阳，身沐风雨，勇往直前。

本报综合消息 近期，吉林、福建、
河南、湖南、四川等地高级人民法院相继
开展司法警察技能大比武。一场场比武
竞赛，为即将举办的首届全国法院司法
警察技能大比武拉开了序幕。

吉林高院在延边市组织举办全省
法院司法警察警务技能大比武。此次
比武历时两天，共有来自全省 10 个地
区及铁路、林区的12支代表队的120余
名队员参加。比武项目涵盖了男子
1000米、女子800米全装跑、基本技能
接力、擒敌拳等共8个科目。比武过程
中，参赛队员警容严整，动作规范，
精神饱满，充分展现了吉林法院司法
警察过硬的业务素质和良好的精神面
貌。

福建法院开展了历时一周的司法警
察大比武。动员大会提出，所有参赛队

员在大比武活动中要充分展示令行禁止
的纪律作风、能打敢拼的战斗精神、比学
赶超的激情动力，赛出成绩、赛出风格、
赛出水平。经过严密组织、严格比赛、严
肃考纪，福州、厦门、三明中院代表队分
别获得团体比赛前三名。

河南法院司法警察技能大比武在新
乡举行，全省各中院18个代表团270人参
加了比武活动。比赛共设9个项目，全体
参战队员发扬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勇于
争先的比赛风格，展现了司法警察服从命
令、爱岗敬业、勇于奉献的团队精神和职
业操守。经过激烈的比赛，平顶山、洛阳、
郑州3个代表队获得了总成绩前三名，31
名个人获得了单项奖。

湖南高院在湖南省武警总队训练基
地举行司法警察大比武。此次比武设置
了擒敌拳、实战防卫技能、手枪实弹应用

射击、1000 米/800 米全装跑、基本技能
接力以及理论考核等8个比赛科目。经
过两天紧张激烈角逐，湘西、怀化、永州
中院斩获团体前三名，33名参赛个人获
得比赛名次。20 名成绩优秀的参赛队
员入选湖南法院集训队，即将展开为期
45天的封闭式特训。

四川法院司法警察技能大比武在四
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开幕。经过5天的
激烈比赛，成都、绵阳、资阳、广元、德阳、
巴中法院6支代表队获得了技能大比武
活动团体奖，33 名参赛个人分获单项
奖。在激烈比赛中，各参赛队员精神振
奋，斗志昂扬，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全面
展示了司法警察过硬的技能和良好的精
神风貌。

（吉林、福建、河南、湖南、四川高院法
警总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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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云南法警进行处置突发事
件演练。

图②：陕西法警进行实战防卫技
能训练。

图③：安徽法警进行警棍盾牌防
暴队形演练。

图④：吉林法警进行大比武分列
式。

图⑤：广东法警进行手枪实战射
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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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⑥：甘肃法院组织大比武集训队员
进行理论测试。

图⑦：新疆法警进行全装跑体能拉
练。

图⑧：黑龙江法警进行基本技能暨伤
情急救训练。

图⑨：北京法警在训练场重温入党誓
词。

图⑩：北京法警进行擒敌拳项目训
练。

吉闽豫湘川法警相继开展大比武活动

铿锵玫瑰别样红
——南京法院三朵“警花”备战大比武风采录

陈海燕

日前，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总工会、省人社厅联合举办的全省
法院司法警察技能大比武中，南京法
院司法警察代表队以3247分的总成
绩，勇夺全省法院团体总分第一名，
业务理论和手枪实弹射击也均取得
了单项总分第一。同时，“警花”刘进
玲夺取了个人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

“警花”吴蓉夺得了个人总分第二十
名，“警花”张萍萍3个单项成绩都进
入全省前十名。南京中院党组书记、
院长胡道才欣喜地说，南京法院代表
能够取得如此好的成绩，与3名女警
的辛勤付出密不可分。

3名娇小瘦弱的女“警花”在南
京溧水某训练基地格外引人注目。
她们整天身着黑色训练服，冒着高
温酷暑，顶着火辣骄阳，奔波在训练
场、靶场和教室之间，挑战着自己的
极限。她们在警营这个铁血阳刚的
天地里，巾帼不让须眉，用女性特有

的坚韧和细致，撑起了警务训练工作
的半边天。

训练生活是单调枯燥的。跑步、
打靶、擒敌拳、人身检查、X光机识图、
专业理论学习，既要能文又要会武，既
要有勇又要有谋，每天都这样不停地
重复着。

“警花”也有铮铮铁骨。训练中，
“警花”们没有一个人喊累，没有一个
人喊苦、喊疼，天热咬牙挺过去、流血
贴着胶布熬过去、腿肿缓和两天从头
来。为增加右臂和右碗的力量，确保
手枪实弹射击的稳定性，她们自发地
在手臂上吊着砖块练举枪，胳臂练肿
了、手指头磨出血泡了、练出老茧了也
不休息，相视一笑，继续埋头苦练。为
迅速提高体能成绩，姑娘们自己网购
来沙袋和哑铃，还不忘给男队员捎上
一份，练跑步时悄悄将沙袋绑在腿上，
休息时又见缝插针地举起哑铃。

3朵“警花”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欢

笑和关切。为了不让一个人掉队，她
们自觉地和男队员一起结成互助对
子，互相指导、互相督促、共同进步，谁
遇到困难，大家一起帮助解决，充满了
浓浓的兄弟姐妹之情。

“警花”张萍萍是大家的“开心
果”，今年31岁，训练中她常常甘愿充
当绿叶的角色，主动放弃休息时间，加
班加点为弱项选手补课、纠正动作、充
当安检模特，闲暇之余还不忘调侃一
下男队员的训练姿态、训练出错时的
窘状，给艰苦乏味的训练生活带来了
欢声笑语。

花开有季，“警花”无期。“警花”们
用青春书写着热情，用勇猛磨砺着志
气，用斗志挑战着极限，用热血铸造着
坚韧，用酸甜苦辣包揽着幸福。她们
用实际行动充分展现了司法警察的良
好形象和富有激情的战斗精神，她们
用柔弱的身体和刚毅的性格彰显了

“警花”们的别样风采。

在司法警察技能大比
武活动中，新疆高院组织
全区法院司法警察开展了
一系列备战训练活动。大
比武活动开展以来，涌现
出一大批优秀司法警察，
展示了吃苦耐劳的战斗精
神和扎实过硬的警务技
能。1981 年出生的维吾
尔族司法警察艾力亚尔·
艾尔肯就是其中之一。

主动请缨当教官

艾 力 亚 尔·艾 尔 肯
2003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2005年考入喀
什公安局，2013年遴选到

喀什中院任司法警察。今年4月，他参加了在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举办的全国法院司法警察大比武示范培训。回到警队后，他主动
请缨担任教官，把在杭州学到的相关内容认真讲解、传授给喀什地
区两级法院司法警察，使两级法院比武备战工作做到了有的放矢、
精准发力，受到法院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做女儿的好榜样

被选拔为训练骨干参加冲刺集训后，艾力亚尔·艾尔肯十分珍
惜此次训练机会，认真遵守纪律，严格参加训练，妥善处理了工作
与训练之间的矛盾。他在训练过程中一直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力争每一个动作都做到最标准、最完美。

由于集训时间紧、强度大，在一次训练中，他的腿部肌肉不慎拉
伤，队友想帮他请假休息，被他婉言谢绝，“掉皮掉肉不掉队”的想法
支撑他咬牙坚持。他悄悄打好绷带，继续投入到训练中。

因为参加封闭训练，他不能陪伴妻子和女儿，每天训练完，是
他的“亲情热线时间”，也是他的“加油时间”。妻子和女儿是他的
坚实后盾和前进动力，他向女儿承诺：“爸爸要做一名优秀的司法
警察，给你做最好的榜样！”

功夫不负有心人

随着全国法院大比武比赛日期的临近，艾力亚尔·艾尔肯全力投入到冲刺备
战中。有的时候他显得心事重重，队友们知道，他把大比武备战看得很重，参战求
胜的欲望特别强烈。在这种情况下，艾力亚尔·艾尔肯化压力为动力，积极调整心
态和状态，把集中训练当做提高素质、磨炼意志、检验本领、展现风采的一个月。

“只要努力了，就不遗憾”，他时常默念这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的持
续付出终于得到回报，通过严格训练和刻苦学习，他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得到明
显提升，多个比赛科目取得了优异成绩，并在集训训练1000米体能比赛中获得小组
第一名的好成绩。点滴的进步，激励着艾力亚尔·艾尔肯向着全国法院司法警察技
能大比武的目标继续努力。

美术编辑 盛方奇 本版图片由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司法
警察管理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