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HANG MORNING POST

要闻

2021 年 4 月 8 日
责任编辑：
翟连宇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全区舞龙展演在闲林举行

五常街道给企业配备“安全管家”
走亲连心“三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孙晨 通讯员 万建
丹）“危化品储存仓库化学品缺少标签、
安全周知卡，喷涂场所气体警报器失
效，配电箱面板破损。”近日，五常街道
综合信息指挥室“安全管家”在专职网
格员带队下，对后山路网格的一家汽车
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安全生产检查。“安
全管家”围绕危化品管理、电器设施、
机械设备、作业环境等五个方面的 10 余
处安全隐患，出具了一份整改清单。

后山路网格位于丰岭路以东，五常
大道以南，荆长路以西，杭徽高速桥洞
以北，区域内集聚了五常街道辖内大部
分生产性小微企业。“该区域很多厂房房
龄较老，消防安全软硬件薄弱，安全生
产管理员多为兼职。”五常街道综合信息
指挥室副主任沈晶说，为更好地服务企
业，从源头消除事故隐患，街道立足抓
早、抓小、抓预防，通过聘请“安全管
家”
，深入抓好安全生产工作。
据介绍，“安全管家”是五常街道邀
请的第三方专业人员，他们在危化品管
理、电器设施、机械设备等安全隐患的

排查与处置方面具有专业知识，可以快
速地给出合理有效的解决办法。以这家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整改清单为例，所
列明的隐患和整改意见均配有图文说
明。哪里有问题、怎么改，一目了然，
提升了整治的可操作性、时效性、有效
性。
“我们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可以
更好地防微杜渐、防患未然。”沈晶说，
街道还创新探索了“一带一教”模式：
“一带”就是发挥专职网格员人熟、地
熟、情况熟的优势，实现安全监管一张
网全覆盖；“一教”则是“安全管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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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来 “ 帮 教 ”。“ 网 格 员 不 仅 仅 是 带 路
人，更是参与者。通过学习并提升业务
知识技能，以期他们在后续网格排查
中，起到以点带面、长效管理的效果。”
今年以来，五常街道网格员队伍已
与“安全管家”联合开展上门服务 10 余
次，排查企业 140 余家，发现隐患 1000
余处，提出整改方案 50 余个，有效整改
率达 88%。后期，五常街道综合信息指
挥室还将联合网格开展“回头看”行
动，配合相关部门对整改仍不到位的企
业进行立案查处，有效形成闭环。

铸魂固本写忠诚 政法铁军勇担当

一警多能守高墙
坚守初心
“疫”
无反顾

胸怀浩然正气
铁骨丹心铸警魂

——记区公安分局看守所副所长丰晓莹

——记区公安分局治安行动大队副大队长马浩然

优胜者可参加省第四届体育大会

本 报 讯 （记 者 倪 明 伟 通 讯 员 莫 旭
亮） 2021 年余杭区舞龙展演暨浙江省第四届
体育大会杭州市舞龙选拔赛日前在闲林街道
体艺馆举行。来自全区 12 舞龙队、200 余名
运动员参赛。
此次比赛采用了浙江省第四届体育大会
舞龙比赛规程，选用了“自选套路”和“竞
速舞龙”两个比赛项目。
“自选套路”对动作
要求较高，不仅要求动作正确，技术熟练，
姿势、造型美观，龙珠、龙及鼓乐配合默
契，套路编排要有难度，还要兼具创意。
“竞
速舞龙”则重在队伍的速度和技巧的要求，
龙珠站在起点线，龙头和龙体站在候场线候
场。鸣号后，龙珠、龙头带领龙身起跑，依
次完成连续快速穿腾 4 次，连续快速螺旋跳
龙 10 次、直躺舞龙 10 次的规定动作后，跑过
终点线，完成比赛。最终，临平街道舞龙队
斩获此次比赛唯一的一等奖。
余杭区是杭州市舞龙基地。舞龙展演作
为余杭区传统体育比赛项目，有悠久的历
史，至今已经举办了多届。运河街道唐公村
舞龙队、五常街道的女子舞龙队，中泰街道
少年舞龙队等等，几乎每个街道都有自己的
舞龙队，也各具特色，径山镇的长乐草龙更
是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建党百年思政为先 美好教育匠心铸就

我区首届初中思政教师
教学竞赛启幕

丰晓莹为服刑人员测量体温
（记者 童江平） 丰晓莹是 2003 年
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专业毕业
后来到余杭公安分局的。18 年来，从区
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到区拘留所，再到区
看守所，每一步对于丰晓莹来说，是收
获，更是成长。
18 年来，丰晓莹办过案件、当过内
勤、写过材料、当过管教，她能文能武，
既有女性特有的温和又不失管教人员
的威严。2019 年 7 月调任区看守所担
任副所长以来，丰晓莹更是全身心扑在
工作上。
2020 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区看守所实行封闭轮替勤务模式，丰晓
莹作为首批警力之一，连续在所里“封
闭式”工作 25 天。对于抗疫工作安排，
丰晓莹在日记中用了两个“毫不意外”：
上岗前，所里召开班子会确定第一批轮
替名单，她在其中，毫不意外；疫情形势
变化，需确定人员延长轮替值守时间，
她在其中，
毫不意外。
25 天里，丰晓莹安排勤务、做好
监区巡逻、监督监区消毒、安抚人员
情绪，每天都要连续工作 12 个小时以
上，忙得根本没有时间顾上家里的
事，“想孩子了就拿出照片看看。”她
说，这段特殊的经历让自己收获很
多，自己的业务实操能力又有了大大

提升。作为所领导，丰晓莹参与了每
一个大小决定，并且要督促落实；作
为管教，要兼顾女监区的管理；还要
当好内勤，报送各种数据、信息、材
料，并且养成了走到哪都背着相机的
习惯，随时留存一些宝贵影像。
高墙下工作的特殊性和承受的压
力，一般人无法想象。25 天的封闭勤
务执行到一半时，大家都开始显得有
点疲惫。丰晓莹曾看到一个医生录制
的 《不放弃》 的手语舞，于是立即想
到也可以自拍视频给同事们打打气。
于是她与同事提前一晚商量好拍摄脚
本、确定拍摄人选，发送手语教程，
忙活到了深夜。丰晓莹说，当时有点
小担心，既怕自己拍摄不好，又怕给
同事们原本就繁重的工作增加负担。
幸好，在同事们的支持和帮助下，视
频顺利拍摄完成。丰晓莹称，视频虽
然不太完美，但她很满足：“在紧张沉
闷的环境下，这轻松的视频能让大家
减减压，挺好。”由于工作表现出色，
她被评为全国“公安抗疫巾帼先锋”。
丰晓莹说，她从警那年正好遇上
非典，而今又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
看到了许多生离死别，这两次经历都
让她有所感悟，并更加体味到了生命
的珍贵。

马浩然与同事一起分析案情
（记者 童江平）
“我是 2005 年从中
国刑警学院毕业就加入余杭公安队伍
的，到现在已经 16 年了。
”16 年的工作
经历，让马浩然有着极其丰富的刑侦
经验。
2020 年 1 月，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让口罩成了最紧俏物品，于是“口
罩难求”成了不少不法分子的“发财”契
机。
“当时有个受害人报案，称自己花
了 22000 元好不容易在网上购买的一批
口罩，结果却是假货。这些口罩薄如蝉
翼，连普通防尘口罩都不如，起不到任
何防护作用。这些趁火打劫的骗子太
可恶了！”回忆起这起案子，马浩然仍
然义愤填膺。接到报案后，他立即组
织民警全力开展调查工作，很快明确
了嫌疑人身份。
当时是疫情正起的时候，马浩然冒
着被感染的风险带队辗转多地，最终确
定该团伙正在金华一带制售假冒伪劣
口罩。三天时间，马浩然和同事们都窝
在小小的车厢内，困了靠着车椅眯一会
儿，饿了就吃一桶泡面嚼几块饼干，最
终将该犯罪团伙全部抓获，并当场缴获
了劣质口罩 120 万个，涉案金额 800 万
元。该案件后被央视《今日说法》等各
大媒体报道，进一步提高了百姓的防范

意识。
为了维护更多群众的利益，马浩
然从来都是身先士卒。2017 年 4 月，马
浩然接到线索，百丈镇百丈溪洪家坝
段河道有近一公顷水域受到污染。百
丈溪是百丈周边 26 个村、近 5 万名村
民的主要饮用水源地。如果不及时找
到污染源并加以制止，可能威胁着数
万人的生命安全。
3 个小时的现场勘查让大家疲惫不
堪，马浩然给大家打气：
“我认为污染源
就在附近不远处，我们再坚持坚持，争
取以最快的速度找到它。”说完他就率
先朝下一个可疑点奔去，终于在一处破
旧的民房中发现了污染源，并当场抓获
了偷排电镀废水的嫌疑人。
“当时犯罪嫌疑人已经将一桶废水
偷排到水渠中了，电镀废水中的氰化物
是剧毒物质，若长期饮用受此污染的水
源，不仅会导致食物中毒甚至会引发癌
症。”掌握线索后，马浩然率队顺藤摸瓜
找到了背后庞大的犯罪网络，一鼓作气
连续奔赴五省十二市，彻底铲除了这条
非法处置电镀废水的黑色产业链。
马浩然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
登，侦破案件就要有不服输的信心和勇
气，不放过任何线索，抓住任何细节总
会有所收获。

本报讯 （记者 吕波） 昨天，我区首届
“余杭美好教育杯”初中思政教师教学竞赛在
临平一中拉开帷幕，此次竞赛的主题为“建
党百年思政为先、美好教育匠心铸就”。区教
育局、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及部分初中思政
教师观摩了比赛。
在为期两天的比赛中，道德与法治、历
史与社会两个组别的 12 位优秀教师分别从各
自的教学领域出发，将余杭教师充满活力的
精神风貌展现给大家，用学生喜爱、社会认
可的优质思政课迎接建党 100 周年。
近年来，我区紧扣教师队伍建设“牛鼻
子”，围绕师德、师能两条主线，通过开展师
德师风督查整改“七个一”专项行动、师能
建设“五个一”系列活动、骨干教师梯级培
育等举措，队伍建设成效显著。全区现有省
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42 人，区级以上名优
教师 4542 人，名优教师占比达 30%以上，总
量位居全市前列。
据悉，此次开展“余杭美好教育杯”教
学竞赛旨在办好让人民满意的美好教育，进
一步提升全区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
比赛围绕师能建设“五个一”，比教学能力，
比科研能力，比命题能力，比实践操作，比
管理能力。以锤炼教师教学基本功，加强师
德师风师能建设为着力点，激发广大教职工
更新教育理念，掌握现代教学方法的热情；
努力造就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
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高素质、专业化教
师队伍。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关键课程。在建党 100 周年来临之际，
余杭的思政学科通过教学比武，加大对优秀
教学方法的总结提炼，不断推动思想政治理
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
理论性、亲和力、针对性；通过此次教育教
学比武，不断增强思政课教师责任感、使命
感，不断提升育人水平，进一步引导学生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全区各校紧紧抓住教师
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
教学“主渠道”，推进思政元素融入育人实
践，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同频共振，
把思政教育贯穿教学各环节、人才培养全过
程，积极打造具有余杭辨识度的思政教育大
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