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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之前的闲聊中，我听张耀文说过他家这把仿古秦剑
的故事。那是他15岁时，父亲出差从外地买给他的生日礼
物。他说，一晃快30年了，他一直视这把剑为心爱之物，当宝
贝一样珍藏着。从小喜欢读金庸、梁羽生作品的张耀文说，
在所有冷兵器中他特别喜欢剑，尤其钟爱秦剑。秦剑的剑体
窄长，平直端正，剑锋尖锐，显得低调而大气，有一种能敌千
军的正气。

听着张耀文的讲述，我突然觉得他手里的那把剑有了某
种人生隐喻。我很快就在那个崇拜武侠的达州少年，与一名
屡立战功的刑警队长之间，寻找到了某种联系。

我也明白了张耀文为什么从北京武警部队退伍回到达
州后，会毫不犹豫地将做一名刑警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人生
目标。

如果寻找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往往能从他的童年找到源
头。

张耀文出生在达城西门红旗大桥畔，临河而居，清澈透
亮的州河不仅给他的童年带来了快乐，也给了他灵气。

张耀文的父亲张兴隆那时是曲酒厂主管生产的副厂长，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多次获得省、市劳模荣誉，低调
朴实，受人敬重。作为家中独子，他却说那时与父亲的关系
并不亲近。

印象中的父亲一年到头在厂里总是很忙碌，在家里很少
说话，很少陪过他，更别说带他去哪里玩。张耀文私底下对
父亲有些误会和埋怨。

“那次父亲出差开会，回来时买了一把仿古秦剑当作生
日礼物送给我。”张耀文回忆说：“当我接过那把剑时很惊喜，

猛然明白我误会了父亲。原来他那么懂我，知道我平时喜欢
读武侠小说，崇拜行侠仗义的英雄，只是从不轻易表露对我
的爱。”

但这一次，习惯沉默的父亲破例给儿子说了一段话。
张耀文至今记得很清楚。父亲说，要打一把好剑，是很

不容易的。你晓得不？听说这铸剑的钢材，得经过千百次的
折叠锻打，才能成为上等的铸剑好钢。送给你这把剑，是希
望你将来有血性、有正义感，成为一个配得上这把剑的男子
汉！

张耀文感动得一把抱着父亲，热泪盈眶。
原来，父亲把对儿子的爱和期望都写在了这把剑上。
那一刻，张耀文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懂事了。他懂得

了沉默寡言的父亲，理解了父爱如山，理解了百炼成钢的人
生哲理。

张耀文从父亲送他的那把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他发
誓要做一个有剑气的男人！做人须如剑：剑若入鞘，冷静内
敛；剑若出鞘，所向无敌，剑气逼人！

2000 年底，已从北京武警部队退伍回家乡一年的张耀
文参加了公安工作。在他心里，只有刀光剑影、惊心动魄的
刑警生活才是自己的人生理想！张耀文废寝忘食地投入到
入警考试复习准备中。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张耀文以
优异的成绩和过硬的身体素质，顺利通过了省公安厅统一招
警考试，成为达川区公安分局一名巡警。

一年后，张耀文主动向分局领导申请要干刑警。分局领
导问他理由，张耀文回答，刑警是警察部队的尖刀，是警界精
锐，只有当刑警，才能实现抱负。加之他高大魁梧的身躯和
在北京武警部队国宾护卫中队锤炼出的一身过硬军事素质，
爱才的分局领导答应了他的请求。

张耀文没想到，当他兴冲冲地到重案中队报到时，时任
刑警大队大队长的丁录全却并不看好他。

此时，丁录全从警二十多年，既有丰富的刑侦经验，又有
敢于直面歹徒死亡威胁的血性，战功无数，在警界素以智勇
双全著称。当听说张耀文不是从警校毕业的科班生，也从未
办过案时，他心里有些打鼓，当即问道：“干刑警就得有血性，
不怕死。你做得到？”张耀文一挺胸膛，大声回道：“我不怕
死！不信走着瞧。要是我真是个怂包，你就一脚把我踢走！”
丁录全被逗笑了，又肃然说：“记住，干刑警除了不怕死，还要
有脑子。”张耀文用力地点点头。

如果说少年时是父亲用一把剑教会张耀文做人的道理，
那么，可以说是丁录全把张耀文领入了刑侦这扇大门，教会
了他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刑警。

张耀文深有感触地说，“当然，我成长路上的每一步，也
离不开警界其他前辈的帮助和组织的培养。”

在市公安局采访已任刑侦支队支队长的丁录全时，我问
他对张耀文有何评价？丁录全说：“你说耀文啊，不错不错！
这小子就是块干刑警的料。”

丁录全回忆说：“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当时张耀文刚来
重案中队。为了带他，每次办案，出现场，抓捕，审讯，我都有
意带上他一起参加。他很努力，手里随时都拿着个本子在
记，爱琢磨，又有悟性。下了班就泡在办公室啃书本，沉下心
来恶补刑侦专业知识。除了一些刑侦专业书籍，他还找来一
大撂已结案的典型案卷材料仔细研究，所以他上手很快。”

丁录全说：“很多大案要案，经营到最后，关键时就看‘临
门一脚’。张耀文往往就能踢进去！”

在张耀文16年的刑警生涯里，那宗发生在2005年的灭
门案，算得上是对他的首次“检阅”。那年2月3日，原达县公
安局辖区发生一起一家被杀的灭门案。此案影响恶劣，惊动
了省公安厅。经专案组前期侦查，从掌握到的作案时间、物
证和杀人动机等，警方初步认定被害人家的邻居何某某有重
大作案嫌疑，并将其带回分局进一步调查。但疑犯拒不供述
任何线索，使案件一时陷入僵局。省厅派来的刑侦专家和专
案组成员在分局会议室召开案情分析会，力争尽快破案。

张耀文回忆说，当时很多重案中队的老民警都去参加，
对这个学习研判案情的好机会，他哪肯错过？没想到领导却
安排他去看守犯罪嫌疑人。张耀文虽一肚子不乐意，但还是
服从命令，去留置室守着犯罪嫌疑人，给他端水端饭。

面对警方讯问，犯罪嫌疑人装疯卖傻，一问三不知。细
心的张耀文一直在暗中观察他、揣摩他。张耀文点烟的时
候，敏锐地捕捉到他注视烟盒的目光里释放出一个信号——
从眼里滑过的一丝异样眼神。张耀文从对方看似镇静的外
表下窥探到的是难以掩饰的烦躁、心虚、恐惧和侥幸。张耀
文内心掀起一阵惊喜的浪潮。此时，曾读过的审讯艺术一书
中的经典案例篇章从脑袋里豁然闪现，张耀文当机立断，决
定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主动出击。

张耀文掏出香烟，主动递了一支给犯罪嫌疑人，为他点
上后，有意和他天南地北地闲聊起来。也许犯罪嫌疑人太枯
躁太无聊，也许他觉得这个看守警察有人情味儿，便放松了
警惕。两人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张耀文故意把话题引到灭
门案上，突然感慨地冒出一句：“能对一家老小痛下杀手，这

得有多大的冤仇啊。”没想到这句话击中了犯罪嫌疑人的要
害，他在没有任何询问和引导的情况下，似乎把张耀文当成
了善解人意的知己，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将自己身为“倒插
门”女婿的自卑、老婆没能生男丁被受害者一家讥讽和欺负
等满肚子委屈“哗啦啦”地吐了出来……说完，他猛然愣在原
地，后悔又紧张地盯着张耀文。他意识到说漏了嘴，赶紧岔
开话题。张耀文不露声色，装着毫不介意，继续和他聊着，心
里却有了一个明确的判断：灭门惨案的凶手就是他！

灭门案突破口找到了。专案组制定出周密的审讯方
案。审讯结束，在铁的事实面前，犯罪嫌疑人再也无法抵赖，
对报复杀人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震惊一时的灭门案就此
成功告破。

张耀文回忆道：“案子破了后，领导和同事们对我赞扬和
鼓励，让我第一次有了小小的成就感，我也更加喜欢上刑警
工作。”

时光倒回到2007年夏天的一个黄昏，管村镇一名因邻里
纠纷引起仇恨的犯罪嫌疑人，穷凶极恶地在身上捆绑雷管炸
药，左手拿着打火机，右手拿着菜刀，扬言要和周围的人同归
于尽。

接到任务的张耀文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本来他是计划
好好陪陪多日不见的妻子和刚学会叫爸爸的女儿。可命令
如山，他二话没说，驱车赶往案发现场。

张耀文回忆说：“那是个夏天，很热。我一赶到现场就感
觉到闷热的空气里弥漫着异常的紧张气氛。先期赶到的民
警已经拉起了黄色警戒带，方圆50米范围内的群众已被疏
散。光着膀子的犯罪嫌疑人躲在一栋楼房的墙脚，左手捏着
打火机，右手挥着一把菜刀，肚子上绑着自制的炸药包和导
火线，情绪激动，不停地大声嚎叫，不让人靠近半步。”

情况危急，如果犯罪嫌疑人一旦体力透支，情绪失控，引
爆炸药，后果将不堪设想。

身着便装的张耀文低声与战友交流了一下，便径直走了
过去，镇静地朝惊恐不安的犯罪嫌疑人做了个停止的手势，
示意对方冷静。

“走开！别过来，再过来炸死你们！”对方大声威胁道，情
绪依然十分激动，说着就把打火机往导火线凑。张耀文停下
脚步劝道：“天大的事都可以商量啊，何必非要以死相逼？你
只要用打火机一点，不仅你、我都会被炸上天，你的家人也被
毁了。你还年轻，冷静点，千万别冲动。”张耀文语气诚恳，蕴
含关心的话语中也隐含着威慑力。

张耀文几句合情合理的话，果然让对方的情绪暂缓下
来。他举着菜刀的右手下意识地慢慢垂下……张耀文瞅准
时机，一个箭步飞扑上去，将其压倒在身下，迅速夺下打火机
和菜刀。

这惊险的一幕，顿时让警戒线外的围观人群爆发出雷鸣
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张耀文身上的刀疤可以作证。这样的生死瞬间，张耀文
从警20年来，并非只遇到过一次。2010年，张耀文为制止十
几个持刀歹徒寻衅滋事，被砍得鲜血直流，却毫不退缩。采
访时，我问张耀文，面对生死，命悬一线，你真的一点不害
怕？张耀文坦诚地说，说一点不怕，那不是真话。当刑警的
都知道这种危险天天都存在，但危急时刻，也就顾不了那么
多了。

这就是刑警的本色，这就是刑警的勇气。
当然，除了勇气，底气更重要。张耀文说，一名刑警的底

气，来源于对党的忠诚和对公安事业的铁血担当！

21世纪的今天，互联网高度发达，面对日趋复杂的犯罪
手段，纵观世界文化潮流与发展方向，决定了公安队伍必须
转变思路，必须要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探索、创新文化传播平
台和渠道，才能掌握新时代公安工作的主动权。

张耀文深有感触地说，多年前他在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公
安部门协同办案时，就意识到了网络技术的重要性。在学习
传统刑侦手段的同时，他开始摸索计算机知识，让网络技术
为己所用。张耀文说，与沿海地区相比，内地刑侦硬件不如
他们，但是“剑不如人，剑术不能不如人”。这些年来，只要不
出差，张耀文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在网络世界里，他
进入各种公安刑警网络论坛虚心学习，一点一滴地丰富自己
的知识积累，并学以致用，学会借助海量的网络信息资源和
数据分析技术，成功侦办了几宗案件，尝到了互联网技术助
力刑侦工作的甜头。

2018年，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刚刚打响，一宗中央
巡视组督办案件交到了张耀文手里。通川区柏某某6年前
深夜被几名蒙面人砍伤，因缺乏证据，案子一直悬而未破。

面对这样一块难啃的谜案，张耀文重新展开调查，调阅
案卷、走访当事人、重新梳理线索，不放过每一个细节和疑
点。经过对综合信息的分析研判，终于从蛛丝马迹中找到线
索，一名曾生活在达州的辽宁籍男子进入警方视线。

在获取大量的证人证言中，一条看似没用的信息引起了

张耀文的注意。知情人随口提到案发前几个辽宁老乡突然
来达州的怀疑对象家里做客，案发后，那伙人又神秘消失。

张耀文提出大胆假设，将此作为案件的突破点，怀疑这
是一宗雇凶伤人案件。随即利用信息化作战，筛选出有价值
的线索，从而离锁定凶手身份更近了一步。

就在对凶手形象的刻画越来越清晰时，张耀文接到消
息，另一名作案嫌疑人因寻衅滋事，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被河北省公安机关抓获。张耀文随即率队奔赴河北。面对
因多年前的旧案而讯问自己的达州刑警，嫌疑人惊讶得目瞪
口呆，很快如实供述出自己曾受雇于人到达州“教训”受害人
柏某某的犯罪事实。这起积案不到一个月就成功告破。

张耀文有些兴奋地说，这个案子体现了信息化作战的优
势，也是大数据分析的结果。他诙谐地说，只要大胆假设，小
心求证，永不放弃，一碗“冷饭”也能炒出名堂来。

为期3年的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到2019年，达州市
的扫黑除恶进入攻坚阶段。局领导多次作出指示，为非作歹
的“苍蝇”要拍，为害一方的“地头蛇”更要打。张耀文深感使
命在肩，责任重大。不久，张耀文接到中央督导组交办的案
件线索：李实（化名）为首的黑恶势力在地方盘踞十余年，鱼
肉百姓，凶残成性，当地群众深恶痛绝，却敢怒不敢言。

身为一名刑警，一辈子要是没办过大案，算不上合格的
刑警！这几乎是每名刑警的共识。张耀文说：“接到这个任
务，我立即从大队挑选3名精干刑警，成立专案组，开展前期
线索核查工作，充分做好打一场硬仗的准备。”

让张耀文和专案组没预料到，这股黑恶势力在当地影响
太深。当警方找到举报人了解案情时，对方竟然害怕走漏风
声遭到报复，希望警方要确保他和家人的人身安全。有的受
害者避而不见，或干脆远走他乡，让最初的调查取证遇到难
题。张耀文下定决心，要“以硬碰硬”，向这伙黑恶势力拔刀
亮剑，绝不退缩！

通过对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和证据进行信息研判，张耀文
与专案组初步确定了该黑恶团伙的重点人物，并梳理出团伙
内部的层级结构。当年7月，专案组和刚刚抽调来的大竹警
力秘密进驻当地。

由于是异地用警，专案组既无法与当地警方交流各自掌
握的办案信息，又不熟悉地形。加上扫黑除恶行动开展后，
涉黑团伙听到风声，为逃避打击，有所收敛，有的躲回老家不
再露面。这为专案组取得线索证据和抓捕增加了难度。

白天，秘密找知情人了解情况，收集证据；晚上，带队摸
排，调查抓捕对象的居住地、生活习惯、活动轨迹。整整一个
多月，张耀文带领专案组驻扎当地，硬是没挪开过半步，忙起
来就在宾馆房间里吃方便面。专案组克服重重困难，初步掌
握了以李实为首的黑恶团伙主要犯罪事实和证据。

专案组集中收网后，为尽快查实李实黑恶犯罪组织的全
部犯罪事实，将案件办成铁案，张耀文带领专案组民警废寝
忘食，多方核查，收集证据，排除种种干扰，终于查明李实纠
集多人开设赌场，非法敛财，不断吸纳亲属、同乡，且纠集刑
满释放人员和社会闲散人员，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大肆采
取暴力或威胁、滋扰等“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聚众斗
殴、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事实。
因案情重大，被全国扫黑办列为挂牌督办案件。

该黑恶势力大案，从着手调查，到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张
耀文和专案组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张耀文说：“我们的努力
和付出没有白费，努力终于换来了胜利，没有辜负组织和领
导的期望，也对得起头上这枚闪闪发光的警徽。”

最后，张耀文拿出手机，点开他收藏的一张照片。
我接过手机，看见的是张耀文和专案组成员在堆积如山

的移交检察院案件卷宗材料前的一张合影。照片中长长的
桌子上整齐地堆放着11撂卷宗材料，粗略估算，有上百宗。

“这么多啊？”我忍不住喟叹。张耀文点着头说，一共是230余
卷。当时为作个纪念，张耀文特地发了朋友圈，用一行文字
记录了当时的真实感受：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历时整整一
年时间，感谢专案组全体兄弟夜以继日的辛苦付出！今晚大
家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当我默默地将手机递还给张耀文时，却一时说不出话
来，但我分明感觉到内心深处那最柔软的地方被什么触动
了。

辛苦了，张耀文！
向捍卫法律、守护平安的达州公安民警致以崇高的敬

礼！
自2018年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张耀文率专

案组成员，成功破获涉黑涉恶案件100余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100余名，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3个。

2019年11月，张耀文荣获公安部一等功。
2020年7月，李实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30余名组织成

员被移送至达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这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全市审理规模最大、被告人数最多的一起涉黑犯
罪案件。首犯一审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
利四年、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组织成员分别判
处一年七个月至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判处相应财产
刑。

该地黑恶势力这颗危害一方的毒瘤终于被连根拔除，有
力地打击了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

这是共和国法制的力量，这是正义的胜利！
如今，乌云散去，达州上空那片平安祥和的蓝天，比任何

时候都美丽！

廿年锻剑
□曹文润

当锃亮的长剑从暗
红色刀鞘徐徐拔出，随
着一道耀眼的光芒闪
过，我与这件用高锰钢
锻造的冷兵器在初冬的
夕阳下不期而遇。此
刻，近在咫尺的仿古秦
剑显得低调内敛、刚柔
相济、剑气如虹，令我凛
然起敬……

这是通川区西外某
小区一栋普通住宅，达
州刑警张耀文的家。张
耀文今年43岁，二级警
督，担任市公安局刑侦
支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
队大队长，从警20年，多
次破获大案要案，先后
荣立个人一等功1次、个
人二等功3次、个人三等
功4次，还被四川省公安
厅评为“破案能手”“优
秀刑警”“十佳刑警”，荣
获四川省“最美人民警
察”特别奖。

阳台上，张耀文正
用一块绒布仔细地擦拭
仿古秦剑，凝视着剑刃，
眼神突然生出一缕柔情
的光亮，仿佛是与剑在
进行心灵对话。

这是一把不同寻常
的剑，是一把有故事的
剑。

高大魁梧、体格健
硕的张耀文，看上去气
质沉稳、神情冷峻，或许
是 16 年刑警生涯的磨
砺，他的目光如剑，含蓄
而锐利。我见到他的第
一眼，就立即浮现出古
代侠士一柄长剑走天涯
的画面。

对扫黑刑警张耀文
的采访，是从他那把剑
开始的。

张耀文坦言，少年时与劳模父亲的
关系并不亲近，对父亲多有怨言。15岁时他收
到一份生日礼物，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父亲
用一把仿古秦剑教儿子做人的道理。

张耀文以优异的成绩和过硬的身
体素质成为一名巡警。从小崇拜武侠英雄的
他却想当刑警，理由很简单，刑警是尖刀，是精
锐，只有当刑警，才能实现抱负。

一家被杀的灭门案的犯罪嫌疑人
死不开口，奉命看守疑犯的张耀文主动出击，
捕捉战机，仅用一支香烟，成功撬开了疑犯的
嘴，为陷入僵局的灭门惨案打开了突破口。

无论是面对身上捆着炸药包的犯
罪嫌疑人，还是路遇寻衅滋事持刀的歹徒，张耀
文无所畏惧，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面对生与
死的考验挺身而出。他说，一名刑警的底气，
来自于对党的忠诚和对公安事业的铁血担当。

如果张耀文的“首秀”是智慧，面对
“扬言制造爆炸的嫌疑人”是勇敢，那么，从一
宗雇凶伤人谜案“炒冷饭”，抓获外地凶犯，则
是张耀文借助网络手段和大数据技术，打赢信
息化作战的代表作。

为拿下被全国扫黑办挂牌督办的
某黑恶势力大案，张耀文不惧死亡恐吓，以硬
碰硬，敢于亮剑，率领专案组奋战整整一年，一
举全歼黑恶组织。张耀文荣立一等功！

早在宣达战役发起时，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陈再道、政治
委员叶成焕奉命率两个团由西边沿州河而上，截断刘存厚南
边的退路，配合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的两个团攻占达县城，至
宣达战役结束后，退回部署在渠县三汇和达县石梯一线。其
中红三十一团（后并番号为第三十二团）三个连分别驻渠县贵
福、水口、土溪一线。

1933年11月1日，驻守渠县三汇镇李家祠堂的敌军范绍
增部以重炮掩护，搭起浮桥，命令民团偷渡州河，并在州河北
岸滩头号房嘴修筑碉堡。

11月13日，驻渠县三合寨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第
三营营长栗本宽，带领红军一个班去白蜡坪，路经游家坟时被
号房嘴敌人阻击。栗率部一边还击一边转移，不料遭驻李家
祠堂敌军从浮桥过河包抄。经一番激战，红军终因寡不敌众，
栗营长牺牲。当晚，师长陈再道率领黄成荣团长和两个连从
涌兴场赶到三合寨，并派郭副营长带两个班寻找栗营长遗体，

途中在柑桔园遭遇敌军。红军凭借柑桔园作掩护，打退敌人
围攻。夜半时分，敌军约1000余人包围了三合寨，红军顽强战
斗至拂晓。陈再道命令特务连熊连长率部策应，黄团长率两
个连趁拂晓浓雾下寨反击，击溃围攻之敌，并乘胜追击溃敌至
达县渡市白蜡坪。冲杀中，黄团长不幸中弹牺牲。此次战斗
打死敌人10余人，活捉敌排长1名。

11月28日，敌军侦探到三合寨红军佩用黄色油纸斗笠，属
于内勤部队，战斗力薄弱，于是当晚命一个团围攻三合寨。战
斗持续到次日拂晓，敌军仍未攻下寨子，突然发现红军队伍佩
用的是绿色斗笠，属作战部队，于是慌忙撤退。寨上红军和寨
下红军同时发起攻击，敌军大败，红军俘敌28人。原来红军第
三十二团第一连连长余天文奉令率部，从渠县涌兴场赶往达
县城执行任务，途中又奉令赶到三合寨增援，而他们佩用的正
是绿色斗笠。

敌军数攻三合寨失败，于是改攻鹞子寨。鹞子寨位于三

合寨以北，一面临巴河，一面陡岩，本来易守难攻。小股敌军
试探攻寨时，寨上红军只让配合的游击队用石块打击敌人，敌
军以为寨上空虚没有多少战斗力，有机可乘，于是蜂拥攻寨。
此时红军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发，打死众多围攻敌人，其余狼
狈逃回李家祠堂。

在敌军进攻三合寨的同时，范绍增部第三十团团长刘克
用率部趁拂晓大雾，从白塔对面偷渡渠江，袭击三汇镇的团寨
和安汇寨。由于两寨新近入伍的战士较多，缺乏战斗经验，加
之武器弹药缺乏，坚守大半天后，不得不先后撤离突围。

团寨失守后，师长陈再道两次组织反攻，均因行动暴露而
未果。12月9日，红军兵分三路分别从土溪、涌兴、三合寨出发
攻击团寨、安汇寨和两路口。拂晓时分同时发起总攻，激战三
昼夜，全歼三个据点守敌。此后，红军在渠县境内的横岭子、
陈大寨、磨墩垭、覃家河等地，与敌军范绍增部、杨森部均发生
了阵地保卫战和奇袭战，有力地打击了敌人。

三合寨战斗
□贺正华

3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