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人的肩膀可以承担多少负重？再权威的科学家也无法准确度量。“只要身体还扛得住，我就不能趴下！”内蒙古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的赵永前，用行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原公安边防部队改革启动一年来，在支队只有一个主官的现状下，身为政委的赵永前，“右肩担起了让罹患重症的女儿‘活下去’的希望，左肩扛起了‘确保7.4万平方公里边境辖

区、1100余公里边境线安全稳定’的重托。”他用实际行动告诉人们，什么是拥护改革、支持改革、投身改革的无悔选择。

赵永前的选择：永远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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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都去哪儿了工资都去哪儿了
时光倒回30年前，身为边防军人的赵少布休假

时，得知单位有事，便骑了3天自行车返回边防派出
所。“派出所里有什么，竟对父亲有这么大吸引力？”
1989年3月，怀着这个疑问，蒙古族少年赵永前脱下
蒙古袍、穿上了绿军装。那时他还只会写蒙古文、说
蒙古语。新兵连班长下了“向左转”的口令，他却理解
成“向后转”，“啪”一个标准的靠脚动作，笑得全班说他

“不是个好兵”。他急了，宁肯每天只睡5个钟头，也要
把报纸上的字一个个抄下来，把新华字典读烂，这才
学会了说汉语、写汉字。

母亲对军营的儿子一百个放心，唯独疑惑“永前
的工资都去哪了？”直到几年后，赵永前从勿布林派出
所调走时，这个谜底才揭晓。“他一箱一箱往家寄书，
10年买了1万块钱的书，那可是九几年啊！”曾与赵永
前在勿布林派出所搭班子6年的扎木苏说，老赵的工
资就干了两件事，一是买书，二是帮助困难群众。

家住索伦镇的林场职工陈来柱告诉笔者，1993
年的一次走访，赵永前看到他家庭困难，第二天连夜
送来200元钱。此后的20多年间，小到一袋米、一口
锅，大到每年三五千元的医保，赵永前对他的帮助始
终没断过。乌兰毛都边境派出所辖区的赤脚医生阿
拉坦布和，也常年受到赵永前的资助。因为是外来
户，没有草场，十几年前，阿拉坦布和决定让两个女儿
辍学，“永前知道后过来了，给两个孩子掏了学费。”从
那时起，赵永前一直资助两个孩子到大学毕业。

“2010年8月3日，赵永前给凌云上学拿4000
块，去乌兰浩特的车票也是永前买的。”

“2012年1月8日，凌芝上学差3000块钱，永前
给拿的。”

笔者在阿拉坦布和家零碎记录的账本上看到，
光是这样一次拿三四千块钱的记录，就不下8次。据
阿拉坦布和自己介绍，这些记录并不完整，有许多次
自己都漏记了。

老百姓遇到事，他一给就是三四千，可到自己身
上，却舍不得花钱。据兴安边境管理支队王学军回
忆，几年前，赵永前去广东出差时买了一块100元钱
的手表，回来跟他“炫耀”：“又实惠又好用啊！”

赵永前曾经用的手机只要500元钱一部，他一
次买了两部，一部自己用，另一部送给了陈来柱，“你
以后有啥事就直接给我打电话，方便。”“一次他来
给我送钱，我让他坐炕上，一脱鞋才发现，他袜子还
是漏洞的。”陈来柱哭着说，“我以前还以为他家里有
钱，后来才知道他也是普通家庭。啥是共产党员，我
可是知道了。”去年，得知赵永前经济紧张后，陈来柱
多方筹措了3万元钱，哭着求他收下，“你这些年白给
我的也有10万块钱吧，我本事小，你别嫌弃。”

不只陈来柱，阿拉坦布和也不清楚赵永前的家庭
并不富裕。父亲赵少布担任边防派出所所长时，清廉
耿直，用了公家的一个苕帚都要还回去。有好事儿的
村民去他家做客后笑称，“家里连个沙发都没有的干
部，也能叫干部吗？”当地人给他父亲取的外号就叫

“布尔什维克”，意为无产者。1996年到1999年，从边
防部队转业的父亲，甚至要靠半夜去山里采药材才能
养活家庭。赵永前的妹妹考上名牌大学，却因家贫而
辍学。在自己不富裕的情况下，看到别人有困难，还
是忍不住帮一把，这是赵永前的一贯作风。

赵永前的父母现在还记得，他小学五年级时，母
亲狠下心花7块钱给儿子买了一双红白相间的球鞋，

“那时候他爸自己挣钱，一个月才30块，要养全家老
小。”结果他穿去学校没两天，穿双布鞋回来了。“永
前，那鞋呢？”面对母亲的斥问，赵永前低着头不吱
声，最后才说：“我同学家里可困难了，他妈妈有病做
不了鞋，穿的鞋都漏脚趾头了，就给他了。”“我们家
就那么富裕吗？”尽管母亲特别生气，但赵永前还是
没改掉喜欢帮助别人的“毛病”。

爱帮助别人，是赵永前留给许多人的印象。但具体
帮了谁、帮了什么，却没人清楚，甚至他的父母妻子都不
知情。笔者委婉求证他帮助过的这些困难群众时，老父
亲一脸茫然却并不意外，“这符合他的性格，做好事不跟
任何人说。”老母亲则欣慰地笑了笑，“他这么做就对了。”

“别看老赵有一颗柔软的心，但工作作风却很
硬。”扎木苏说，他任所长期间，赵永前是指导员。一
次，两人深夜接到一起报警，两个“杀人犯”挥刀舞棒
将主人一家赶出门，霸占了房子，还叫嚣着“谁敢进来
就打死谁！”因天黑情况不明又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系，
赵永前定下“死守”的方案。与歹徒僵持了一夜后，赵
永前担心屋内高度戒备且情绪狂躁不安的二人会做
出过激举动，“老哥，我穿制服一个人进去，如果袭击
我，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开枪了！”说完便冲了进去，成
功将“歹徒”控制。原来，这一老一少是因婚姻纠纷从
辽宁赶来追“彩礼”的，讨要无果还被女方家人打了一
顿，这才手持刀棍闯进女方家“讨说法”。女方家人一
看势头不对，夺路而逃，跑到村委会打电话报案，开口
就说是“杀人犯”，赵永前正是凭着果敢和机智成功化
解了一场危机。依靠过硬的成绩，派出所屡屡受到表
彰，从一个后进所变为先进所。

40多年前，赵永前的父亲在地方派出所做人民
警察，因体制改革和国家需要，选择到祖国边防线
上，成为一名现役体制下的边防武警。40多年后，
赵永前再次因为体制改革，退出现役成为一名移民
管理警察。40年间两代人的青春，解答了一个问
题：派出所里有什么？

“责任！”赵永前的肩膀为什么可以承担这么多
负重？因为他的肩上一边是家，另一边是国。一半
充满重任，另一半溢满深情。

赵永前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境界，投身国
家移民管理事业中，书写了无愧于时代的精彩篇章。

(沈翠英 康国宁 张志敏)赵永前在食堂准备节日饮食。

赵永前听取支队研发地图系统介绍。

一次艰难的抉择一次艰难的抉择
2018年3月，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指出公安边防部队将集体退
出现役。

大时代转轨，意味着无数人转身。部队顿时
进入思想活跃期、矛盾凸显期和管理敏感期。在
这三期叠加的非常时期，作为单位唯一一名主官，
赵永前表现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的非常担当。

锡林郭勒盟边境管理区点多、线长、面广，许
多无人区防控力量薄弱。边境一线同首都北京的
直线距离只有180公里，恰逢改革之年，又是两会
期间，确保边境辖区安全稳定这个摆在首位的政
治责任，压在了赵永前的肩上。那段时间，支队机
关的一些官兵私下议论，“政委的黑头发去哪儿
了？”直到现在许多人还不知道，其实早在5年前，
赵永前的头发就全白了，因为一直染发，大伙才没
看出来。

2013年，赵永前告别工作了22年的兴安盟，
调到离家1100公里的锡林郭勒盟边防支队当政
委，从此开始两地分居生活。第二年，他女儿被诊
断患有恶性淋巴脉管肉瘤，这种癌症得病概率仅
为百万分之三，相当于连续抛22次硬币，每次都
是正面。因为临床病例极少，治愈可能较低。这
几年，妻子在北京陪床，4岁的小儿子扔给老家70
多岁的父母，赵永前则坚持一边工作，一边跑遍了
北京各大医院，一家四口三地奔波，苦不堪言。他
的头发，正是在女儿患病后短短两个月变白的。

然而，4年的艰苦治疗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
好消息。2018年元旦，女儿高烧不退陷入昏迷，正
在下乡途中的赵永前连夜请假往医院赶。烧退后，
大夫建议尽快给女儿截肢，以防癌细胞扩散。

“你要给我截肢，我趴着也要去跳楼。”女儿仇
视的目光像一把凌厉的尖刀，扎进了赵永前的心
头。“在她的眼里，生命的完整性远远大于生命的
延续性。”要腿，还是要命？这道选择题根本没有
选择，“她19岁了，她可以选择放弃,但我们做父
母的不能放弃啊！我是个父亲，我不称职，我也是
万不得已，我得让她人在命在呀！”走出病房，这个
一米八五的蒙古族汉子靠在墙角失声痛哭。

这一年的除夕，窗外烟花璀璨，一家三口在病
房里吃了顿饺子，算是过年了。年后，赵永前准备
去北京各大医院，联系截肢手术的事情，他答应女
儿两件事：一是回归家庭，弥补这些年没有陪伴她
的遗憾；二是带着她去海南三亚，去祖国最温暖的
地方看看。

一个月后，就在女儿术后恢复的同时，改革正
式启动，一时间，“小道消息”四处乱窜，“两个稳
定”形势紧迫。有“消息灵通”的官兵得知赵永前
有意退出现役，纷纷打来电话。

“政委，我家在外省，三十多岁了没结婚，父母
浑身是病没人照顾，以后怎么办呀？”

“政委，我知道边防必须有人守，但我妻子说
再调不回老家就离婚，您帮帮我吧！”

“政委，我们在侦破跨国毒品走私案中遇到困
难了。”

“政委，东乌旗条件最艰苦，就我一个军事主
官在位，能不能稳住官兵的思想，心里没底呀！”

一个个从千里之外打来的电话，让赵永前连续
几宿睡不着。家里就他一个男人，支队也只有他一
个主官，既是小家顶梁柱，更是大家的主心骨，何去
何从？他没有犹豫太久，“组织把这么多官兵托付
给我，如果只考虑自己，我良心上过不去啊。”最终，

“不想因为个人的事情耽误单位工作”的赵永前，在
女儿怨恨的泪水中返回工作岗位，他承诺：“再给我
一年时间，等部队平安转过去我就回家。”

返回单位工作后，赵永前每天都要
跟女儿视频通话，“爸爸，你什么时候来
陪我呀？”每次面对这个问题，赵永前给
出的都是标准答案：“爸爸这几天没时
间呢！”这时，女儿便生气地扭过头嘟囔
一句：“你都在忙什么啊？”

确保队伍内部安全稳定，引导广大
官兵从思想深处拥护支持改革，是最耗
时间的第一道难题。为了解官兵思想，
解决基层困难，赵永前提议支队开通党
委直通车，党委成员扎到基层一线，开
展全员谈心谈话。

“他爱下乡，大部分时候就带一个司
机，去了面对面谈，谈完就回去，一般不
在派出所过夜。”原额吉淖尔边防派出所
所长呼日勒巴特尔说，“他每次来都不用
加菜，添两副碗筷，吃完就跟你唠。”

呼日勒巴特尔在基层工作 20多
年，始终踏实肯干，把一个后进所带成了
连续5年被各级表彰的先进所。2017
年，因为超龄未能参加支队副团职干部
培训，他情绪十分激动，很不理解。赵永
前到大队下乡时，专门跑到派出所跟他
谈话，“当时办公室外面远远地就能听到
我发泄不满的话，声音特别大，很不礼
貌。但是政委没有生气，而是耐心听完，
表示理解，还帮我重新规划以后的路。”
呼日勒巴特尔慢慢表示理解了，“当场给
政委打包票，不会让支队失望。”果然，
2018年他带领官兵查获9起盗窃案件，
还侦破了一起影响较大的连环走私枪支
案和特大盗窃牲畜案。

“我们要按照上级要求，以慈母心、
严父爱、婆婆嘴做好思想工作。”面对改
革期间基层出现的一些杂音，赵永前总
说，“我们大部分官兵在艰苦的边境一
线工作，一个官兵背后就是一个家庭，
怎么会没有困难和诉求？他们发牢骚
是正常的，我们帮助解决困难、疏导思
想更是应该的。”

不把矛盾上交，这是赵永前的原
则。他常说，“自己能力有限，但只要他
有的，一定毫无保留倾其所有。”原边防
支队副政委魏红军回忆，面对官兵困难
诉求，赵永前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解
决，一时解决不了也给出解释、作出表
态，“大家看到政委为他考虑了、尽力
了，虽然没达成目标，也会理解组织。”

凭借扎实细致、尽责尽心的教育管
理工作，这个支队化解了大量历史遗留
问题，做到了矛盾不上交，在改革期间

捋顺了人心、凝聚了士气，为确保边境
辖区安全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2018年上半年，这个支队连续侦
破8起毒品案件，包括发现了首起人货
分离式毒品走私案件，斩断了一条跨国
走私毒品通道和利益链条。连续侦破3
起特大盗牛案，并通过盗窃案追踪出系
列案件。

“2018年3月，我们破获了一起盗
窃案，从盗窃案又牵扯出一起枪案，追
踪枪案线索时，又发现一个常年跨境走
私枪支的跨国犯罪团伙。”原支队司令
部参谋长布仁陶格陶回忆，赵永前对这
几起系列案件极为重视，自己跑到北京
市公安机关协调联合侦查防控事宜，引
起了上级重视。最终，该案被公安部挂
牌督办，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锡林郭勒
盟破获的最大一起跨国走私枪支案。

工作花的时间太多，陪女儿的时间
自然少了。去年8月初，原支队卫生队
队长卢俊东提醒赵政委，尽早带女儿去
北京复查。结果8月4日，卢俊东却听
说，赵政委让爱人带着孩子去北京复查，
自己跑去下乡了，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他跑到政委办公室，等了两个小时，排队
签文件的人都离开后，没打报告就进去
了，“赵政委，你别嫌我说话难听，作为政
委你没的说，但作为患者家属，你也太不
称职了。”正当他准备愤愤离开时，背后
传来一个疲惫的声音：“兄弟，我真累
啊！”卢俊东这才发现，刚刚还在伏案工
作的赵永前已泪流满面地靠在椅子上。

那一刻，他突然心疼起眼前这位老
大哥来。8年前他还是全总队最年轻的
正团职干部，走起路来虎虎生风，如今
被折磨得头发全白，满脸皱纹，眼睛布
满血丝，连肩膀都有些佝偻。他多想好
好陪陪孩子，替妻子扛下那份属于他的
责任，给老母亲做顿可口的饭菜，可“孩
子有病得看，工作也不能不干呀！”蒙古
国苏赫巴托省邀请我方出境会晤、特大
盗窃案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为官兵协调
子女入学入托、家属随调随迁问题涉及
后方稳定……太多工作等着他。

“扩散了。”老赵长吁了口气，然后
像泄气的皮球一样窝在座位上，任由眼
泪肆意流淌。

他是在当天走访解放军某旅的路
上，接到妻子电话的。这段时间，为确
保改革期间队伍和边境辖区“两个稳
定”，支队党委正按照上级“走前列、创

一流”工作部署，推进“稳边固防示范
区”建设，这也是新的移民管理体制下，
打开党政军警民合力治边新局面的关
键抓手。

把边防一线平稳交出去，把边境二
线有效管起来，实现同解放军无缝衔
接，事关国家安全，赵永前不敢有丝毫
大意，加上女儿术后恢复得不错，他便
没跟着去北京。原支队边境管理科科
长锡林说，下乡那几天，赵政委白天开
展工作，晚上回到住处就在网上搜索了
解有哪些进口特效药，还学着把症状发
在贴吧里，等待网友回复，经常是发完
一个帖子，天都亮了，连续三四天睡不
着觉。他一直想着女儿早点好起来，全
家人一起去三亚。谁能想到命运如此
残酷，痛下决心才做的截肢手术，却没
能阻止癌细胞对女儿生命的疯狂吞
噬。那天去部队走访下车时，赵政委浑
身发抖，一步踩空，险些摔倒，但他硬挺
着完成了工作，最终，拓展军警联防联
勤内容的协议顺利通过。

赶到医院后，女儿正在做药物化疗，
一看赵永前进来了，死死抓住他的手，

“爸爸，我可能治不好了。”说完就开始
哭。在女儿面前如山一样坚强的赵永前
强忍泪水，“治不好，爸爸也给你治。”

那段时间，赵永前频繁往来于单位
和北京之间。支队“走前列、创一流”工
作开局良好，稳步推进扫黑除恶、“固边
5号”等专项斗争，推出“四所联调”、边
境防控“雪亮工程”、草原110APP、党
员中心户等创新机制，构筑起新时代边
疆综治品牌，每一项工作他都在参与、
决策和推动。就这样，在“父亲”和“政
委”两个角色中，他急速切换了整整一
年。重重困难之下，不仅确保了队伍内
部安全稳定，还带领支队连续查破涉毒
案件8起，抓获外籍违法犯罪嫌疑人10
人，破获“5·19”特大团伙盗窃案、“5·
27”重大盗窃案、“8·16”系列盗窃牲畜
案等一系列重案要案，为群众挽回300
多万元经济损失，为改革顺利推进营造
了安全稳定环境。

赵永前的努力没能感动上苍，没能
留住自己女儿的生命。2019年2月23
日，赵永前的女儿在北京医治无效病
危，乘救护车返回兴安盟乌兰浩特市途
中病逝。赵永前曾答应女儿，带她到祖
国的最南端去看海的承诺，永远也不可
能实现了……

两个角色的转换两个角色的转换

赵永前与牧民在一起。

赵永前参加2019年锡林郭勒盟春节联欢晚会。

赵永前与战士谈心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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