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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警跑团素描

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在杭州
组织了第一届全国法院司法警察警务技
能大比武。比赛虽然只有短短一周时
间，但在全国法院司法警察队伍中掀起
了人人参与、人人提高体能、技能训练的
高潮。长跑是最容易体现警察体能素养
的项目，赛后不久，由厦门中院法警支队
陈蒙华积极牵头，把在全国比赛中结识
的热爱跑步、热爱马拉松的司法警察兄
弟姐妹们组织起来，通过微信相互交流、
相互鼓励、相互促进、相互提高。截至

2018年6月7日，短短一年多时间，已
经有来自除西藏外的全国各省市区的
司法警察跑友255名参与到中国法警
跑团中来。

在这一年多里，中国法警跑团先
后三次组织参加了全国性的马拉松或
越野赛，分别是中国警官俱乐部组织
的浙江温岭斗米尖越野挑战赛、厦门
国际马拉松赛及泰山国际马拉松赛暨
警察马拉松赛。中国法警跑团不仅拿
到了很多很好的成绩，还充分展示了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的别样风采。
中国法警跑团中不仅有叱咤赛场

的“跑步一哥”曾小龙，也有全国警马
第 2 名的女将谢永琼；不仅有刚刚入
警的毛头小伙，也有已经退休或即将
退休的法警大哥大姐；有参加全国大
比武的优秀法警们，也有省市级的总
队、大队领导。跑团成员虽然有地域
差异、年龄差异，但每一位司法警察都
在通过跑步这种形式，实现中国法警
跑团提出的“小警种、大作为”愿景。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如
《道德经》 所述，信念一旦建立起来，
就不能再更改，永远也不会动摇，不会
丧失。

信仰与规范，坚毅与自信，在当今
社会，这是人民警察的形象与气质。

本文主角是中国人民警察队伍中的
特殊警种：人民法院司法警察。他们，
肩负着全国所有刑事案件被告人押解工
作的重担，维护着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
所有法庭秩序，同时，又是执行攻坚战
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审判
执行工作安全的守护者、更是公平正义

的捍卫者。
全国法院司法警察中有一支特别的

队伍：中国法警跑团。2016 年，全国
法院司法警察技能大比武结束后，跑团
正式成立，短短一年多时间，已凝聚近
300名优秀法警，遍布全国各省。他们
因为奔跑，聚集在一起，相互交流，相
互进步，在跑步中自我成长。“小警
种、大作为”作为跑团口号，像一面旗
帜，不断激励和引领着这个团队。2017
年，法警跑团开始出征全国性马拉松赛
场，成为各地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2017年11月18日，中国法警跑团

16 名选手参加中国警官马拉松俱乐部
组织的首届全国警察越野邀请赛，最终
斩获三个组别的四个奖项。其中，浙江
选手许宏林获男子挑战组 （36 公里）
第四名，福建选手黄亮获男子挑战组
（36公里） 第六名，福建选手刘晓倩获
挑战组 （36 公里） 女子第三名，江西
选手王海青获欢乐组 （21 公里） 第三
名。

2018年1月7日，中国法警跑团15
名选手出征厦门国际马拉松。虽遇低
温、冰雨、湿冷、寒风等极其不利的天
气环境，但并未阻止法警跑团挑战极限

的激情，跑团如约参赛。在风雨中的鹭
岛展开42.195公里的奔跑，完美展现了
顽强拼搏、永不放弃、勇于挑战的法警
精神。最终所有法警选手全部安全完
赛，其中多名选手跑出个人马拉松最好
成绩，来自泉州法警支队直属大队大队
长郝贵斌以3小时08分列法警跑团第1
名，在2万多完赛选手中列第513名。

同年4月15日，在中国警察马拉松
组委会主办的第二届泰山国际马拉松暨
警察马拉松赛上，法警跑团携8省1市
69名选手参赛。

最终获得多个奖项：成都新都法院

谢永琼3小时25分完赛，获全程警察
马拉松女子第2名；福建泉州中院郝
贵斌3小时11分完赛，获全程警察马
拉松男子第5名；福建长汀法院辅警
王荣松1小时27分完赛，获半程警察
马拉松男子第2名；福建泉港法院曾
小龙1小时34分完赛，获全程警察马
拉松男子第5名。同时中国法警跑团
获本届警察马拉松团体第一、优秀团
队奖及优秀组织奖。

赛事期间，中国法警跑团还组织
选手瞻仰了泰安革命烈士墓，中国法
警跑团的代表还受邀分别在第二届中

国警察马拉松高峰论坛和欢迎晚宴上
发言并致词，获得参赛选手们的赞
赏。

“小警种、大作为”是中国法警
跑团对司法警察工作的愿景，而挑战
马拉松只是其中努力作为的形式之
一。中国法警跑团更加希望全国法院
司法警察通过更多形式、在更多领域
去奋斗、去实现我们的“大作为”！

每场马拉松的终点
其实就是下一场的起点
就像无数警务安全工作
永远没有终点

伴着穿过发间的风和渐渐点亮的街
灯，摘下耳机、开始拉伸，我结束了今
天的长距离训练。这是夏训开始的第四
天，也是我跑马拉松的第四年。

四年的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也不
短。从刚开始5公里的气喘吁吁到现在
的半马、全马，哪怕日常的慢跑也要随
便“溜达”个 10 公里。没想到从最初
的随便跑跑，我竟已坚持了这么多年。

大抵喜欢跑步的人都看过村上春树
的那本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我也毫无例外。那句“有些人，不以独
处为苦”。就像是这些年自己跑步的心
得一样，一个人刷圈儿、一个人面对伤
痛、一个人跑在各大马拉松赛场上、一
个人……

都说法律人要“耐得住寂寞，守得
住清贫”。在这个大千世界，独处和耐
得住寂寞似乎变成了越来越奢侈的一件
事。工作的时候，我们同形形色色的当
事人交流；下班后，围着锅碗瓢盆忙着
带娃，很少有机会同自己的内心去对
话。而跑步，正好给了我这样一个机
会。

提押、庭审、还押、执行……工作
总是忙碌又充实，我们肩上担负了太多
的责任，却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照
顾自己的情绪。我喜欢跑步，它让我从
诸多的琐事中抽离：没有不必要的应
酬、没有孩子的哭闹……一双鞋、一个
腰包、一部飞行模式的手机，就可以在
跑步中放空自己。

跑步，技术含量不高，但确确实实
是个体力活。作为一名女同志，刚开始
我坚持不了几公里就气喘吁吁、脸红气
短，也曾无数次想要放弃。到后来练核
心肌群、看大神技术帖、逛贴吧分享跑
友经验再到跑步过程中不断让自己坚
持，我一步一步成为跑步小达人。

这种不断学习和坚持的过程被我
用到了现在的工作和生活里：工作烦
躁的时候，我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会
儿，会有新的收获；写毫无头绪的调
研文章时，会鼓励自己勤查资料，做
足准备；生活遇到困难时，会劝慰自
己，再坚持坚持，总会有春暖花开的
一天。在跑步的时候，我能更好的思
考最近遇到的人和事，想清楚自己真
正要的是什么。

那些重复几千甚至上万次的动作和
呼吸，那种跑步带来的生活充实感，让
我的内心真正地做到了平静与放松。我
很庆幸，在失意的时候、在那种无力感
无法摆脱的时候，我还有跑步。

跑步让我内心平静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民
法院司法警察 刘晓倩

退伍多年，在法院队伍里从事综
合后勤工作。多年来疏于锻炼，我从
青春帅小伙变成了油腻中年胖大叔。
在部队负重奔跑，挥汗如雨的日子已
经远去，只有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依
稀还能记得当初热血的斗志和不悔的
承诺。

2014 年的体检结果如当头棒喝般
震醒了我：体重 90kg、血脂偏高、血
糖偏高、脂肪肝……四十出头的我身
体多项指标不合格。那时我已经在法
警队从事一线警务工作，每天拖着臃
肿的身体上班，我时常感觉力不从
心，稍微多走动一下，便会气喘吁
吁。更重要的是，作为一名警察，要

跑步是一种生活方式
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

警务科科长 吴晓勇

有“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
胜”的综合素质和气魄，但那时的我
对此毫无底气。

我想要改变这种苟且的人生，于
是选择了跑步。一开始，3公里都跑不
下来，跑一次身体要酸痛三四天，但
我很庆幸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跑
友。我们一起跑步，一起减肥，在我
疲惫的时候，他们鼓励我；在我懈怠
的时候，他们鞭策我。

从 3 公里到 10 公里，从半马到全
马，就这样，慢慢地，我已跑了四个
年头。跑步已经成为我每天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就像村上春树说的
那样“跑步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个支
柱，只要跑步，我便感到快乐”。

四年间，我参加了三个全马，十
多个半马，还有十多场越野赛，基本
每天早上都要跑个 10 公里。很多人都
说我疯了，但我只是认为，参加比赛
可以检验自己的训练效果，不断注入
新的感悟，作为一次次里程碑，让平
时的跑步变得更有意义。跑过那么多
城市，我看到了和平时不一样的风
景，也看到了不一样的自己。动力就
是这样来的，坚持也是这样实现的。

跑步，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生
活方式。因为跑步，我瘦了快有 30
斤，不仅各项指标恢复正常，精气神
也更足，穿上警服更有威严了。我慢
慢发现，原来跑步对于我的意义不仅
是健康，更是良好的习惯和收获一群
志同道合的朋友。每个人都有出发的
理由，只是需要明白怎样才能让自己
坚持下去，并不断提醒自己牢记初
心，不忘记为何出发，为何坚持。

2018 年 4 月 15 日第二届中国警
察马拉松赛在泰山国际会展中心鸣枪
开赛，来自全国各省市2300余名警察
齐 聚 在 泰 山 脚 下 ，用 双 脚 丈 量 了
42.195 公里路程。这次比赛中，我用
时3小时25分19秒，荣获女子全程组
别第一名。从开始跑步到这天，刚好
一年零一个月！

那是2017年2月的一天，警队安排
我参加庭审保障，拿起警用装备腰带准
备系上的时候，我努力扣了几次，最终
以失败告终。当时心里开始担心起来，
因为在那段时间里不仅体重增加身体
还处于亚健康状态。我不得不重视起
自己的体重，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自己的
身体健康，还关系到本职工作。我们的
工作不仅仅要保障庭审活动顺利进行，
更要有处理各种突发情况的应变能力，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有过硬的身体素
质和极佳的工作状态。

遇见更好的自己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
法院司法警察 谢永琼

身体好了，才能更好地从事警察
工作。由于工作的特殊性，我们每个
月底都会进行身体技能考核，每当考
核 800 米的时候，我的身体也能撑过
去，可是3公里、5公里、10公里甚至更
长呢？我都不敢去想。考核只是工作
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这小部分都做
不好，更何况是其他工作呢？3 月的
一天，我穿上跑鞋来到田径场，开启了
我的跑步之旅。第一次挑战 5 公里，
跑到一半呼吸急促、嘴唇发白、全身各
个关节疼得厉害。后面 2.5公里完全
死撑下来，跑完后全身疼，吃东西完全
没有胃口！身体的摧残大于精神的
疼。第二天起床走路大腿肌肉疼得走
路一瘸一拐，疼得完全碰不得。下午
我依然来到田径场，继续跑起来，但刚
抬腿的一瞬间就想放弃。身体沉重得
像被灌了铅一样，但最终我没有放弃。
我很清楚地明白，放弃后身体只会越来
越差。日复一日的坚持没有辜负努力
付出的自己，坚持跑步半年后，不仅收
获了苗条的身材和积极健康的精神状
态，还收获了一项爱好——跑步。爱上
跑步的我开始接触马拉松，从刚开始的
5公里欢乐跑渐渐能跑完半程，再到能
完成全程。体育场的每一圈都见证了
我的坚持，见证了我的成长！

跑步，简单的两个字。写起来很
简单，想跑好，却很难。就像我们平时
的工作，说起来都挺简单，但是你想做
好，不仅仅要投入精力，还要保持专
注，调动全身意志力应对各种可能到
来的各种困难。

爱上了跑步的我，切身地感受到
了跑步给我带来的改变，它教会我的
不仅仅是自律，更是不放弃。跑步的
过程当中会遇到诸多的问题，也会有
各种不想跑的理由。退缩的借口千千
万万个，但是想跑的理由仅有一个。
跑步如此，工作也如此，工作上也会有
很多没有遇到过的突发情况，但是要
把工作做好的核心只有一个。我们不
能按部就班的处理各种突发情况，在
当今新形势下，我们应该不懈努力提
高自身工作战斗力，用全新的精神状
态迎接生活中和工作中的各种挑战。

因为喜欢，所以坚持，用自己的言
行影响着身边的人。除了不断突破自
己，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爱
上跑步。组织跑步协会、分享跑步技
巧、发布马拉松赛事消息，我用自己的
努力一点一滴地影响着周围的人。现
在在我的带动下，法警队有四五个人
坚持跑步，体能提升了，精神状态大
好，整个队伍越来越有朝气，越来越有
战斗力了。

因为喜欢，所以坚持。我想把这种
马拉松精神带给更多的人，让大家知道
警察在把本职工作做好之余，还能不断
突破自己，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司法警
察！我想去很多地方跑马拉松，把警察
马拉松文化传播给更多的朋友。虽然
工作和生活忙碌，参加比赛的机会有
限，但是我一直都在坚持，从未放弃！

奔跑，对每个人的意义不同。有
些人用奔跑治愈精神上的伤痛，有些
人因奔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有
些人因为奔跑而变得更加强大，奔跑
会让你发现另一个你不曾相识的自
己。我们要把这项运动带给身边的同
事、把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带给更多
的司法警察。

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努力奔
跑。

我是一名司法警察，跑马是我的兴
趣也是信仰，跑马砥砺了我的意志，更让
我感受到司法警察“小警种、大作为”的
职业尊荣感。

说起马拉松，我得从我的马拉松启
蒙老师“军歌嘹亮”说起。“军歌嘹亮”，人
称军哥，是贵州法院的一名军转干部，我
们在一次培训中结识。军哥是一名四十
多岁的铁血型男，难以想象的是，他也曾
是一个 190 多斤的胖子，且经受过不少
因肥胖带至的疾病，后来通过跑马拉松，
一次次的突破和挑战自我，成功逆转！
对比军哥，看着自己还不到40岁却已经
发福的肚子和“三高”体检单，受“刺激”
的我遂下定决心挑战自己！

2016 年，我第一次跑马，参加的是
东营半程马拉松，在距终点还有 1公里
的时候，腿部肌肉痉挛，几乎僵硬，迈腿
哪怕一步都很艰难。当我正在放弃与坚
持之间徘徊不定时，我看到一群身穿中
国警察战袍的选手在用行动和语言鼓励
身边的战友，那个场景让我回想起当年
在特战比武场上拼力绞杀的一幕幕。那
时，我们为军人荣誉而战，现在，我是一
名警察，自当为警察荣誉而战！我告诉
自己，不能轻易放弃，这一弃，我极有可
能失去站上这个赛道的勇气。于是，我
重燃斗志，及时调整，迈开步子。这1公
里于我而言太漫长了，但一想到不能给

“中国警察”丢脸，我慢慢忘记了疼痛，顺

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司法警察 豆 鹏

利通过了终点，跑出了半马 1小时 46分
的好成绩。

此后，我加入了中国警察马拉松俱
乐部，身披中国警察战袍参赛，每当我听
到跑道两旁响起“警察加油”的鼓励声
时，我想，我不仅仅代表个人，更代表着
中国警察、中国法警。我们是跑者，我们
有着与万千跑者一样的拼搏梦想，我们
是警察，肩负着守护万千人平安路的千
钧重责。

2017 年 11 月 18 日，浙江温岭举办
了全国警察首届越野挑战赛。这场规模
不大的越野挑战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警
种几百名警察前来参加。我有幸成为全
国7省市18名司法警察中的一员。我们
与越野选手一起踏上征程，“中国法警”
首次亮相。起跑枪声响起，“中国法警”
大旗一路飘扬，攀登、泥泞、下雨、手脚并
用，经历了山路十八弯、泥路向天笑、马
蜂神飞舞，感受了汗水如注、完赛似狂，
体悟了团队互帮互助，不放弃、不抛弃的
精神，我们累并快乐着，所有队员安全完
赛。36 公里路程，历时 5 小时 34 分完
赛，我取得了第 23名的好成绩，在这场
比赛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国法警”
的归属感和存在感，我们用汗水完美诠
释了小警种也有大作为！

司法警察担负着警卫法庭、维持法
庭秩序、押解犯人出庭受审、执行搜查、
拘传等工作，这要求我们兼具健壮的体
魄和顽强的意志。通过跑马我增强了体
魄，磨炼了毅力，在2016年全国法院司法
警察技能大比武中，1000米全装跑我取
得了 3分 22秒的好成绩，排名北京市第
三名；2017年在第四届司法技能比武中，
我取得了综合成绩第一的好成绩。尝到

“甜头”后，我牵头，在通州法院警队成
立了跑团，每周定期与兄弟们户外拉
练，增加了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所有伟大的
成就，后面必有不屈信念的支撑。有的
人被信念压垮或偷偷放弃，但是有的人
却勇敢地担当，毫不畏惧。我要成为那
个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勇者！

上图：中国法警跑团在浙江温岭第一
次出征中国警官俱乐部组织的全国警察越
野赛的合影。

左下：中国法警跑团代表在2018年4
月15日泰山国际马拉松赛暨第二届警察
马拉松赛前，前往当地烈士墓园向逝去的
英雄献上花圈。

右下：福建泉州中院大队长郝贵斌
（左） 和泉港法院司法警察曾小龙在2018
年4月15日泰山国际马拉松赛暨第二届警
察马拉松赛后代表中国法警跑团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