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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整理
让我敬佩的身边党员

王欣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书记员

□本报记者 李一然 整理

办案能手是我学习的榜样

老站是我同事侯占杰的笔名， 他
获得过北京青年五四奖章， 用不到半
年的时间组建了全市专职安全员队伍，
用一年的时间建设全市实训基地让隐
患形象化， 开通了 “安监站” 微信公
众号， 宣传安全生产知识， 成为安监
系统的一名网红。

为了完成 《千忽万患-隐患直击》
一书， 他翻阅和查找了近400部国家标
准， 梳理其中适用于执法监察的条款，
遇到不懂不会的地方 ， 他多方请教 ，
深抠每一个细节、 条款， 保证了内容
的准确性和实用性， 使之成为安监系
统的工具书。

我佩服的是他对工作的钟情和热
爱， 向他学的是对工作的专注和投入，
体会到的是对信念的执着和坚定 。
从加入安监系统的第一天起， 我就立
志为首都安监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
的青春和力量， 工作中也就有了那种
坐不住的紧迫感 、 等不起的责任感 、
慢不起的危机感。 同事也会说我是一
个时时刻刻 “脑中有事 、 眼里有活 ”
的人。

为了提高全市安全生产应急管理
法治化水平， 我牵头开展了北京市安
全生产应急管理地标体系建设； 为了
夯实全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基础，
牵头 《北京市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

案 》 和 《北京市矿山事故应急预案 》
修订工作的同时， 探索应急预案优化
的可行办法 ， 提炼预案优化 “简明 、
好记、 管用、 好用” 的八字原则， 增
强了全市应急预案的实用性； 为了应
对类似 “8·12” 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
故， 牵头开展危险化学品事故巨灾情
景构建工作， 做好预案准备、 能力准
备和思想准备。

老大哥是我局的暖心书记孙雷 。
他身兼数职， 几乎每周都有两个晚上
住在办公室， 才能加班完成手头的工
作， 连续七年年度考核为优秀， 荣立
二等功1次、 三等功4次， 获得过首都
精神文明建设奖章。

我佩服的是他对工作的投入和忘
我， 向他学的是工作中的无私和奉献，
体会到的是工作的热情和激情。 一次
谈心中， 我们聊起过事业与职业， 他
认真的对我说： 如果把我们的工作看
成谋生的手段和方式， 把我们工作的
目标定义为养家糊口， 那我们就把工
作看低了 ； 我们要把工作当成事业 ，
要有所敬畏、 要有追求。 我也一直把
安监工作当成事业来追求， 将个人价
值实现融入到安监事业的大发展中 ，
始终用 “讲奉献、 有作为” 来要求自
己， 把奉献落到行动中， 把作为体现
在工作中。

应急值守， 是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的重要保障。 入局八年， 我连续八年
参加春节、 两会、 国庆等重要节假日
的应急值守， 不是不想回乡省亲、 外
出游玩， 而是应急值守已成为我割舍
不下的一份牵挂。

老黄牛是我们处的副处长王欣 。
他能力出众， 多次参与国务院事故调
查组， 开展特别重大事故的调查工作。
他任劳任怨， 勇于承担急难险重的工
作， 牵头开展全市安全生产预防控制
体系建设。

我佩服的是他面对挑战的自信和
从容， 向他学的是对压力的管控和释
放， 体会到的是历经考验的底气和淡
定。 2015年， 我配合他开展焰火燃放
和临时储存的安全管理工作， 工作涉
及面广、 多方协调量大、 时间安排紧

凑， 我逐渐有了畏难情绪和急躁心理。
他语重心长地和我说， 一个人要想有
所成就， 必须经受大考验、 经历大挑
战， 年轻人更要在考验和挑战中去磨
练心智， 增长才干， 只有这样才能在
独立面对急难险重的 “大活” 时， 有
自信、 有底气， 做到 “心中有数、 手
里有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 年轻人
要立志做大事， 在工作中勇于接大活、
干大事， 在考验挑战中增长才干， 在
干事创业中锻炼成长。 在我身边有这
么多优秀的党员， 他们始终坚守在岗
位上， 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 也
影响着周围的人 。 在今后的工作中 ，
我一定要向他们学习， 相信在他们的
关怀下， 我会快速成长， 为首都安监
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叫王欣， 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李凯法官的书
记员。 2014年入院伊始， 我便深深感
受到了李法官的党员魅力。 作为一名
荣获过二中院 “优秀共产党员” “党
员先锋示范岗 ” 等称号的办案能手 ，
李凯法官时时刻刻发挥着一名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 是我学习的榜样。

记得刚去报到的第一天， 李法官
就给我定了一条规矩， “凡事不怕细，
多请教、 多思考， 当事人的利益无小
事”。 恰逢当时他审理的一起父杀女案
正在社会掀起一波强大的 “亲子关系”
反思潮， 让我 “懵懂” 了法官究竟怎
样为人民服务。 在这起案件中， 女儿
因 “追星” 影响学业， 与父亲的 “望
女成凤” 形成强烈反差， 终于在一次
激烈争吵后酿成惨案。 李法官深知此
案的审理具有重大的社会效果， 许多
人对父亲的遭遇表示同情和惋惜， 而
且他还肩负着 “艰巨” 的责任， 即出
狱后仍需照顾身患精神残疾的妻子 。
所以李法官没有机械地适用法律， 而
是在慎重考虑民意的基础上， 依法对
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向社会展现了

司法并非 “冷酷无情”， 塑造了和谐社
会的价值导向。

在和李法官相处的三年中， 我发
现他真是一个把人民群众放在心头的
好法官、 好党员。 记得在审理一起子
伤父致死案的同时， 他积极做好延伸
工作，不忘修复家庭关系促进和谐。 该
案是典型的直系亲属间因琐事引发矛
盾 ， 从而导致重大危害后果的案件 。
悲剧发生后， 被害人母亲 （被告人祖
母） 与被害人妻子 （被告人母亲） 的
关系又濒临冰点， 人为地增加了审理
难度。 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 李法官
尝试将 “症结” 都解决在了庭前。 尤
其获知被害人母亲已年逾九十且残疾
无法行走， 当即决定驱车 “家访”。 通
过耐心地与老人促膝长谈， 再一次拉
近了婆媳间的距离， 消除了隔阂， 解
决了老人的后顾之忧。 “手心手背都
是肉， 儿子孙子都是宝， 相信法院会
给这个家活下去的希望。”老人如是说。

李法官是一名普通的刑事法官 ，
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他始终能以党
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脚踏实地的
奋战在审判一线。 工作中李法官严谨

求实， 勤奋刻苦， 兢兢业业。 每次撰
写裁判文书 ， 他都逐字逐句地推敲 ，
多篇判决书被评为二中院优秀裁判文
书。 他还承办过多起疑难、 复杂案件，
数次获评二中院大要案。 另外， 李法
官的开拓思维也很突出， 摸索出很多
实践的做法， 厘清了类型案件矛盾解
决的思路，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最重
要的是， 他乐于倾囊相授， “不吝赐
教”， 把多年的审判经验毫无保留的告
诉新入职的同志， 让大家都可以学以
致用。

“心底无私天地宽， 人无他求品自
高”， 好的品质可以影响一个人。 优秀

共产党员李凯法官就是这样的人， 他
心系百姓， 对待当事人始终如一。 虽
然每年的收结案量在全庭都名列前茅，
但他会力争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
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当然这与他将
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时常牺
牲个人时间加班加点， 放弃节假日休
息是分不开的。

我虽然目前还不是一名共产党员，
但我有决心、 有信心在今后的工作中，
以李凯法官为榜样， 积极靠拢党组织，
通过不懈努力完善和充实自我， 向着
更高、 更远的目标大步迈进， 为中国
的法治建设添砖加瓦。

李凯正在指导王欣 （左） 工作

党在我心中 我身边的榜样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