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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为法院安宁保驾护航的“铁姑娘”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从武警部队正营职转业到地
方成为一名普通科员， 从事安全
生产监督执法工作这个难啃的骨
头，史晓梅最初是有落差的。凭借
着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敬畏， 她放
平了心态，丝毫不敢怠慢，努力学
习安全生产专业知识， 迅速成长
为一名合格的安监人， 担任了朝
阳区安监局执法三队队长。

史晓梅身上处处体现着军人
特有的韧劲和执着， 她是一个越
是不懂越要学， 越是艰难越要征
服的女队长。 她让执法工作不仅
仅是签字罚款， 更多了些防患未
然， 让部属开展工作不仅仅是冷
冰冰的指标， 更多了些热乎乎的
关爱。 2017年， 史晓梅被列入安
监之星保障十九大特别榜， 被市
安监局评为安监巾帼， 同时被市
妇联列入三八红旗手候选人。

转变角色迅速成长
带队超额完成任务

“在部队待了十五六年 ， 到
了地方什么都不熟悉， 做的是之
前没有接触过的安监工作， 确实
有一段时间觉得不适应。” 安监
工作难， 处罚更难， 遇到个别企
业主的不理睬、 冷嘲热讽和蛮横
无理， 史晓梅只能把委屈往肚子
里咽。

刚转业不久， 一次， 她和同
事到一家餐饮企业进行日常的例
行检查， 刚要出示执法证， 对方
一看是两个女的， 连门都不让她
们进， 还破口大骂。 史晓梅一边
掏出执法检查证， 一边向对方解
释， 可话还没说完， 对方就粗鲁
地打断她 。 面对不讲理的企业
主， 史晓梅稳定了一下情绪， 掏
出随身带着的相关政策书籍让对
方看， 还讲了很多最近发生的事
故案例， 希望企业主能重视安全
工作。 40分钟过去了， 史晓梅耐
心地和对方讲解着， 最终， 对方
可能被她的态度感化了， 配合着
到各个区域进行了检查。

除了心态转变外， 刚到安监

局之初， 为尽快了解安监业务知
识， 史晓梅从零开始一头扎进法
律、 规章的学习中。 在实践中摸
索， 在工作中探求， 不理解的就
向同事请教， 她很快就熟悉和掌
握了相关的法律法规。

凭借着在部队中磨练的意志
品质， 史晓梅迅速完成了从正营
级干部到一名普通安监干部角色
的转变， 并在较短时间内成为单
位的业务骨干。 2011年， 她与同
事王世会全年共立案101起， 无
一起行政复议案件。 2012年2月，
她由一名队员经过推荐、 测评、
面试等程序直接提升为执法队队
长。 从被任命为安监局执法三队
队长那天起， 她带领队员年年超
额完成领导交予的各项任务 。
2017年， 她带领执法三队全体立
案924起 ， 为2017年安全生产事
故发生率以及死亡率的双下降做
出了突出贡献。

任职五年来， 她同队里的伙
伴一道， 督导街乡共检查生产经
营单位55000余家 ， 下达各类执

法文书66000余份 ， 立案1200余
起， 处罚金额共900余万元， 保
障各类大型活动300余次， 组织
和配合各联合检查240余次， 处
理各类举报380余起， 做到了件
件举报有回复， 并且举报人都表
示非常满意。 五年来， 她带领的
队伍无一起行政复议案件。

创新安全检查思路
让事故发生率下降

史晓梅对自己在执法上严格
要求， 不仅体现在检查、 立案的
数量上， 还体现在她坚持一抓到
底不放过， “每检查一家单位，
有隐患没有关系， 但我会盯着他
整改到底， 形成一个闭环， 彻底
消除隐患。”

史晓梅还创新了基层的安全
检查方式， 力争把隐患消灭在萌
芽状态。 “朝阳区安监局的执法
工作与其他区县的执法工作形式
不同， 主要执法力量下沉在街道
办事处和乡政府一级的安监科，

执法人员涉及到交流和调整， 致
使部分街、 乡执法人员数量不能
及时满足执法需要， 这就给执法
带来了很多不便。 ”同时，史晓梅
开始琢磨增强基层的检查效力，
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 执法三队
负责的24个街道中开展了交叉执
法。顾名思义，交叉执法就是让张
三街道的检查人员到李四的街道
去检查， 让李四的检查人员去张
三的街道检查，“这样做能有效避
免长期执法造成的半熟脸， 也能
够用新的视角发现更多隐患。 ”

交叉执法后， 史晓梅又想出
了联合跨片执法的方式 ， 并从
2016年起在执法三队内实行。 不
同于交叉执法只涉及两个单位，
联合跨片执法需要同时组织四五
个街乡的检查人员， 同时到同一
个街乡去检查。

“执法检查的面更广了 ， 查
出的隐患更多了 。” 史晓梅说 ，
在消除企业隐患之外， 这样的方
式 还 能 够 做 到 以 查 带 训 。 每
次 执 法检查她都提前制定执法
计 划 ， 提 前 协 调 相 关 街 道 做
好 服 务和保障工作 ， 解决属地
执法难的问题， 促进执法工作的
顺利进行。

如今， 这项工作形式已经在
朝阳区内全面推行。 查出的隐患
多了， 2017年朝阳区的事故发生
率和死亡率的双双下降。

清正廉洁获企业尊敬
严格暖心让队员信服

“安全生产工作永远在路上，
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这是史晓梅
的口头禅，在安全生产的岗位上，
她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从未计
较加班， 随叫随到， 风里来雨里
去，奔波在执法检查第一线。

2009年春节， 为确保烟花爆
竹摊位安全 ， 要对整个朝阳区
113个烟花爆竹摊位分别进行上
半夜和下半夜检查。 对于孩子刚
满六周岁、 身边又没有老人帮忙
照顾的史晓梅来讲可谓是难上加

难 。 但她没跟领导提出任何要
求， 主动承担起后半夜检查孙河
乡、 崔各庄乡和来广营乡共11个
烟花爆竹摊的重任。

三个单位在朝阳区的最北
边， 来回路上就得四五十分钟，
再加上检查时间， 来回就是近四
个小时。 尽管允许调休， 但她第
二天还是坚守工作岗位， 几乎没
有休息。

从事安监工作10多年来， 史
晓梅严格要求自己， 敢于碰硬，
不搞 “关系执法” “人情执法”，
做到干干净净执法 。 面对说情
者， 她总是耐心规劝。 她的清正
廉洁不仅得到了企业的尊敬， 更
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 在提
升晋级、 评功评奖等方面， 她总
是把荣誉让给他人， 甘做无名英
雄。 她常说， 干好工作是本分，
工作失职是耻辱， 只要上对得起
组织、 下对得起群众， 中间对得
起良心， 即使一个功不立， 一分
工资不涨也是快乐的 。 10多年
来， 她先后6次把应得到的各种
荣誉让给了别人。

史晓梅为人幽默亲和， 队里
的人都喜欢和她接触。 平时队员
家中有个大事小情， 她总是能帮
多大的忙就帮多大的忙， 把队员
的困难放在心上。 队员张治国的
母亲生病， 从外地赶到北京的医
院住院、 做手术， 史晓梅协调队
员把张治国的工作分担起来， 还
到医院探望老人。 其他队员家里
遇到急难事， 她也总是第一个出
现， 帮助出主意、 想办法。 她还
经常替别人代班、 帮别人整理材
料。 刚来的队员不懂、 不会， 她
耐心地手把手地教， 直到他们熟
悉掌握。

“只有先跟大家打成一片 ，
才便于自己从一名领导的身份去
关心大家。” 虽然生活上关心队
员 ， 但史晓梅工作起来十分严
格 ， “工作态度上 ， 工作标准
上 ， 工作纪律上肯定是严格要
求， 毕竟我们的工作容不得半点
的马虎和失误。”

———记朝阳区安监局执法三队队长史晓梅
“安全生产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您好， 请接受安检。” “您
好， 请出示身份证件进行登记。”
这是每个工作日都会发生在海淀
法 院 安 检 大 厅 的 一 幕 。 不 停
地 重 复这些话 ， 海淀法院法警
大队安检法警周晨和同事们不敢
有丝毫懈怠。 几年来， 他们从当
事人身上查获过子弹头、 硫酸、
管制刀具 、 爆炸物等多种危险
品， 最大限度地为法院排除了安
全隐患。

早在童年时期， 周晨就有一
个警察梦。 2015年从中国政法大
学毕业后 ， 她如愿以偿穿上戎
装， 成为一名司法警察。 那一年
正值司法体制深化改革， 立案登
记制正式实施， 来法院立案的人
多了， 法官忙了， 安检法警的任
务加重了。

别看现在的周晨入选了北京

市妇联组织的 “巾帼心向党 建
功新时代” 首都女性宣讲团， 到
各基层单位自豪地宣讲法警事
迹，但在工作之初，因为遭受过当
事人的不理解、质疑甚至谩骂，她
有过迷茫，内心也动摇过。

有一次， 一名前来安检的案
子当事人说什么都得把一瓶液体
带入法庭， 被法警拦住后， 他就
不停地大声嚷嚷： “我带瓶水怎
么了？ 法院不让喝水啊？” 周晨
耐心地向他讲解安检规则： 一切
液体都要寄存， 是严防强腐蚀性
等危险物品进入审判场所， 并告
知他法院内有饮用水提供。 “我
就喝自己带的水！” 这个人听完
后还是不配合， 紧攥着瓶子， 不
由分说就要往法庭闯， 她赶紧伸
手一拦。

这个动作让男士情绪更加激

动， 他手里的那瓶液体马上朝周
晨的脸上泼来， 水滴沿着她的发
丝滴答滴答往下落。 那一刻， 惊
愕、 难堪、 委屈、 愤怒等复杂情
绪一瞬间涌上心头， 她的心里特
别不是滋味 。 值班班长闻讯赶
来， 立刻控制了当事人， 她则跑
进卫生间， 望着镜子里狼狈不堪
的自己， 泪水奔涌而出。 她问自
己： “安检工作枯燥乏味， 还遇
到这样蛮不讲理的当事人， 不可
避免一场漫无休止的争吵， 这就
是我想要的工作吗？”

擦拭着衣服， 她的手无意间
碰到领花上的警徽， 那一刻她说
自己找到了答案： “我们的工作
平淡无奇， 时常遭受埋怨， 工作
既不惊天动地 ， 也未必催人泪
下。 但穿上这身警服， 就意味着
我选择了忠诚， 选择了责任和使

命！” 想通了以后， 她豁然开朗。
这几年， 周晨和同事们从当

事人身上先后查获过子弹头、 硫
酸、 管制刀具、 爆炸物， 还遇到
情绪激动暗藏两把短刀的当事
人， 所幸出警迅速， 防止了危险
物品和违禁物品进入审判场所，
最大限度地排除了不稳定因素。

除了在人声嘈杂的安检大厅
体验过日检千人的繁忙生活外，
她也去过庄严肃穆的看守所参与
提押任务， 还前往过险象环生的
执行一线参与执行工作。

不分寒冬酷暑， 没有白天黑
夜， 她从一名不熟悉看守所提押
流程， 给被告上铐搜身都会手忙
脚乱的软妹子成长为一名即使押
解艾滋病病人上庭也会从容不迫
的铁姑娘， 从稚嫩青涩、 动作欠
佳的法警新兵成长为在审判庭一
坐就是一个小时， 汗水浸湿制服
也纹丝不动的法庭卫士， 为公平
正义保驾护航。

虽不穿法袍， 但能判定是非
曲直； 虽不执法槌， 但能化解社
会矛盾； 虽不佩戴法徽， 但拥有
同样闪亮的警徽。 她说， 这就是
一名司法警察的荣光。

———记海淀法院法警大队安检法警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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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协办

首首都都
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安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全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