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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领导点赞英雄女记者
我省社会各界人士看望慰问女记者李松梅
7 月 21 日，海南省副省长、公安
厅厅长李富林，海口市委常委、公安
局长宋顺勇分别对李松梅的英勇事迹
作出批示。
副省长、公安厅厅长李富林批示：为法
制时报记者李松梅的英勇事迹点赞！李松梅
代表的是新时期新闻工作者的正义和正气，
体现的是智慧与胆识，要大力弘扬李松梅同
志的见义勇为精神，进一步形成扶正袪邪、
惩恶扬善的良好氛围。各级公安机关要大力
推进见义勇为事业，大力营造良好的见义勇
为氛围，倡导社会正气，为建设平安海南、
法治海南、和谐海南做出积极贡献。
海口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宋顺勇批示：
李记者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精神可嘉，令我
敬佩！警民联手，成功解救人质，传递了社
会正能量，向李记者学习！

南国都市报 7 月 21 日讯（记者田春宇） 员符史霞、省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副处长林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法制时报》 女记者李松
信焰，省记协副主席王林磊、省记协秘书长
梅主动要求替换人质，协助海口秀英警方成
陈绵福，也分别代表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
功处置一起劫持人质案件，英勇行为获得各
记协主席常辅棠来到法制时报社看望李松
界广泛关注，7 月 21 日海南省社会各界人士
梅，并送去慰问金。
纷纷看望慰问李松梅。
“关键时刻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符史
21 日下 15 时许，省见义勇为基金会副
霞表示，她的行为让人敬佩，为新闻宣传队
会长杨亦平代表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兼秘书长
伍树立很好的榜样，省委宣传部将号召全省
田湘利、省综治办主任林捷、省见义勇为基
新闻工作者向李松梅学习，并将为她申报海
金会会长肖若海来到法制时报社看望李松梅
南省道德模范和感动海南人物。
并送上慰问金。
“做人质已不是记者的职责范围之内的
“李松梅行为不仅是‘见义勇为’，更多
事情，李松梅是个好记者，好公民。”王林磊赞
是‘见义智为’。”杨亦平说表示，李松梅的
道，主动提出把当人质的护士换下来，这种大
英勇之举是他从事见义勇为基金会工作以来
无畏的精神值得所有新闻工作者学习。
首次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以前都是在电视或
陈绵福认为，李松梅是新闻界的骄傲，
电影作品中才看到类似举动，为法制时报有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是
这样的记者感到骄傲和自豪。
“走、转、改”活动中涌出来的优秀代表。
他介绍，目前，海口市秀英区综治办、 陈绵福说，省记协将对李松梅的英勇事迹进
海口市综治办和见义勇为基金会已启动对李
行表彰，传递社会正能量，感谢李松梅为海
松梅见义勇为行为认定程序，省见义勇为基
南新闻界争光。
金会也将向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汇报此事。
21 日 17 时 许 ， 海 南 日 报 报 业 集 团 党
21 日上午、下午，省委宣传部副巡视
委书记、社长钟业昌，副总编辑华晓东一

行来到法制时报社看望李松梅并送上慰问
金。钟业昌首先询问了李松梅事发时的感
受和具体过程，并对李松梅的行为给予高
度肯定。
他表示，李松梅主动做人质救护士的
英勇行为值得肯定、表扬和赞美。“铁肩担
道义，书写正气歌。李松梅是一位英雄女
记者，她用自己的英勇行动树立了新时期
新闻工作者的新形象。”钟业昌说，李松梅
用自己的行动，弘扬了法治精神，是一个
好的法制记者，为记者树立了榜样，集团
为有李松梅这样有智有谋有胆量的记者感
到骄傲和自豪。
华晓东说，2004 年我省出了个好记者
甘远志，时隔 11 年出了个英勇女记者李松
梅，关键时刻舍得出去拼得出去，非常棒，
是记者的榜样。
21 日上午，海口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
处处长邱阿宇受海口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廖小平委托，代
表海口市委宣传部、海口市新闻工作者协会
向李松梅表示慰问。

英雄女记者李松梅看到女护士被歹徒勒着脖子没有犹豫

“把她放出来，换我进去”
谈起解救人质案件

“能帮上忙看到人质安全，挺好的”
7 月 21 日一大早，李松梅接到领导电话，
外出采访，18 时许，她还在报社写稿子，没有
顾得上吃饭。
她是黑龙江哈尔滨人，地道的东北姑娘，十
年前，追随爱情来到海口工作，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法制时报》是她在海南的第一个
“家”。
“能帮上忙，看到人质安全，就挺好的。”谈
起前一天参与警方解救人质案件，开朗的李松
梅笑着说，其实当时她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暂
停手头正在进行的稿件，赶紧前往事发现场。
在这之前，李松梅只知道，警方正在处置
一起人质被劫持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提出要见
记者。“当时接到警方的电话，就想赶紧赶到
现场看看具体情况，希望能帮助到警方安全地
解救人质。”李松梅说，抱着日常采访的一种
平稳心态，走到了事发地医院四楼西侧最里面
的一间病房门口。
从警方处了解大概情况后，李松梅带着略
微紧张的心情，拿着照相机和录音笔等采访设
备，走到病房门前那块不到 30 公分宽、一米长
的玻璃前。
“把她放出来，换我进去（当人质）！”李松梅
说，当时看到女护士被对方反身勒着脖子，发现
嫌犯已经信任她的身份时，这句话脱口而出。
“我很意外！”秀英公安分局副局长卓学智
说，突然听到李松梅提出的这个提议，让他很意
外。虽然，警方缺少一个让嫌犯主动开门，采取
强攻的机会，但考虑到李松梅的人身安全，他不
曾提出这个要求。而作为人质的护士小王回忆
当时的情况时，也这样感慨。
“很意外，她真的很
有胆色！非常感谢她，要不我没法安全出来。”
小王说，她被李松梅感动了，当时想“不能让她
一个人面对危险”，便也开始做嫌犯的工作“让
她进来，我们三谁都不出去”。
隔着一扇病房门，不曾相识的小王和李松
梅仿佛有了默契，一下子触动了这名嫌犯，取
得他的信任，给警方提供了强攻的好时机。

工作中的勇者

“非常佩服她的那股干劲和热情劲”
7 月 21 日 23 时许，李松梅刚从报社离开，
次日 8 时许又安排了采访任务，她的生活和工

我国著名记者肖乾曾这样描述
新闻记者，说“同坐在沙发上沉思的
政治家或历史学家毕竟不一样，
他是
个哨兵，
甚至是个侦察兵。
”但英雄记
者李松梅，7 月 20 日，用英勇的行动
证明，
记者还可以是“编外警察”。
7 月 20 日 13 时许，海南省人民
医院秀英留医部发生犯罪嫌疑人劫
持女护士的突发事件，
解救人质的谈
判过程中，嫌犯提出见记者的要求。
海口公安局秀英分局第一时间的最
佳人选便是“工作负责，
为人温柔”的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法制时报》女记
者李松梅。
“换我进去（当人质）！
”李松梅当
时的这句话震动了民警，
感动了被劫
持的护士，
更触动了犯罪嫌疑人。果
然，李松梅不负众望，成功敲开了嫌
犯紧闭的病房门，
为警方强攻解救人
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协助。

暖心。刘世宇说，温柔可人的女汉子，就是雷
厉风行的李松梅。
秀英区联防机动中队中队长说，采访中李
松梅也不放过任何线索，意外得知他们有非法
采砂采矿石整治行动，连饭都顾不上吃，从晚
上 8 点一直跟他们忙到次日凌晨 3 点，才吃上
一碗粉汤。
王队长说，7 月 21 日，看到媒体报道李
松梅的英勇事迹，他一点不意外。“她那么能
干，什么事难得倒她？”王队长介绍说，当日
的整治行动，去往的地方会有蛇出入，因为
天黑，坑洼、有石头缝的路面随时会出现踩
空的情况，他阻拦李松梅跟着查处队伍，却
得到她“没事，不用把我当女孩子看，你们
行我就行！”的说法，令他钦佩，现在他动员
下属都以李松梅为范例：“看李松梅，人家女
孩子都行”。

被赞英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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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记者田春宇 实习生王珉欣 文/图
工作中的李松梅

作照旧如初。李松梅的同事张英说，李松梅在
她眼里是个极其热爱工作的记者，尽管在 《法
制时报》 担任记者已经十年，但她深入一线，
踏实做新闻的工作态度，始终如一。
“我非常佩服她的那股干劲和热情劲。”张
英眼里的李松梅，工作起来是个地道的“东北女
汉子”，听到李松梅帮助警方解救人质的消息，
没有感到意外，
“她就是这样有正义感的人”。
同事们说，李松梅生活上并不勇敢，是个
处事柔软的热心好姐姐。“跟她共事期间，印
象最深的是对待大家很热心，会主动提出帮
忙。”曾经的同事钟元韬说。
在领导的眼里，《法制时报》 的李松梅是
一个“标兵”干将。
该报编委丁汀曾是李松梅的直接领导，
“看
着她成长起来”，他认为，李松梅今日的英勇行
为，不是偶然，因为她在工作中也是
“勇者”。
“实习期间就能吃苦，不惧困难，难能可贵

的是，她的这种工作作风，持续到现在，十年
了。”丁汀说，李松梅克服一切困难，主动深入到
工作一线，把工作做细又透，遇到难题，她总会
找到破解的方法，
而不是叫苦叫难。
“工作上她‘勇’，生活中她为人很柔和，
总带给人很舒服的感觉。“李松梅给丁汀这样
的感觉，与海南省港务公安局刑侦支队禁毒大
队副大队长刘世宇的说法不谋而合。
刘世宇介绍说，李松梅深夜跟着民警缉毒
行动不止一次了，尽管很多次扑空，没有任何
收获，但这并没有打击李松梅的工作热情，行
动时间多在半夜而且通宵，李松梅丝毫不放松
全程跟着行动组。
“公开缉查最大的危险在于面对不特定的
人群，不清楚对方是群众还是带着凶器的恶
徒。”刘世宇说，李松梅像个“编外警察”，几
乎是“民警上岗她就来，民警下班她才走”，
看到民警辛苦忙碌，还会及时送上一瓶水，很

“过去现在未来，我都是普通记者”
身高 1 米 5 多的李松梅，身材瘦弱，面对
手持尖刀的犯罪分子，她如何能沉着冷静？
“我叔叔、弟弟都是警察，丈夫是转业军人，
加上我是跑公安口线的记者，而且现场都是警
察，我们互相信任。”李松梅说，护士人质被
安全解救出来后，她松了一口气，但她不曾多
想，“觉得能帮上忙挺好的”，但她这份随意却
得到意外收获。
7 月 21 日，海南省委宣传部、省见义勇为
基金会及她所在的海南日报报业集团领导等社
会各界人士纷纷对她的英勇行为点赞肯定，赞
扬她为“英雄女记者”
。
听到各界对她的一致认可，她心里既高兴
又感觉压力很大。
“高兴的是大家对日常工作的认可，认可
我 的 工 作 能 力 ， 回 馈 给 我 了 信 任 。” 李 松 梅
说，社会各界和各级领导的信任，让她感到身
上的责任更重。
“不管从过去到现在，还是未来，我都是
一名普通记者，只因为对新闻工作的一份喜
爱。”面对意外的赞誉，李松梅十分坦然，因
为家人的支持。“松梅姐的老公特别疼她，并
支持着记者的工作，由于记者采访起来，用餐
时间不稳定，时常错过午饭或晚饭时间，但是
松梅姐每次回家都能吃到老公做好的饭菜。”
同事陈超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