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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广外医院检验科主任王克宇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援青30天成为人生重要里程碑

———记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五支队民警赵大鹏
牢记使命 营造安全稳定的上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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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牢记人民警察打击违
法犯罪、 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
全的职责使命， 在继续推进网吧
安全监管工作向前发展， 为构建
首都网吧行业和谐、安全、稳定、
绿色的上网环境贡献力量。 ” 赵
大鹏是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五
支队民警，从警以来，他先后在市
局、 分局从事网吧安全管理工作
12年， 积累了丰富的安全监管工
作经验， 形成了具有首都特色的
科学高效网吧管理工作模式。

工作中，他不辞劳苦，特别是
警力紧张时， 他一人担起全市网
吧管理统筹的重担， 审批新申办
网吧1154件、 变更项目网吧5430
余件，检查网吧2100余家次，排除
安全隐患2300余件， 组织培训网
吧从业人员6万7千余人次，警告、
罚款、 停业整顿网吧270余家，查
处取缔“黑网吧”600余家。他四次
被评为优秀公务员， 两次获得嘉
奖，两次获得三等功。

以身涉险
只为打掉“黑网吧”

从2000年毕业到现在， 赵大
鹏就一直负责网吧安全监管工
作。这么多年来，“黑网吧”一直是
网吧安全监管工作的难点和痛
点，也成为赵大鹏工作的着力点。

“‘黑网吧’ 没有经过审批，
消防方面基本都不合格， 一般都
只有一个逃生出口， 一旦遇到火
灾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事故 。”
赵大鹏举例说 ， 2002年北京市
“蓝极速” 网吧纵火案虽然是人
为事故， 但由于缺少逃生出口和
必要的消防设备， 造成了很大的
人员伤亡。 同时， “黑网吧” 还
接纳大量未成年人上网， 甚至成
为违法犯罪分子的藏身地。 由于
其未经审批， 没有高额的成本投
入， 不需要对上网人员身份进行
登记， 利润可观， 吸引少数不法
分子顶风作案。

为了逃避监管， 不少 “黑网
吧” 的经营者和赵大鹏他们玩起

了猫捉老鼠的把戏。 在城乡接合
部、 远郊区县、 大学周边开设的
“黑网吧”为逃避打击，在周边安
装摄像头、雇人放哨，稍有风吹草
动就立即关闭， 让执法人员无法
进入查处， 等执法人员走后再偷
偷经营。 这些年来，为了取缔“黑
网吧”，赵大鹏和同事们付出了很
多，有时候甚至要以身涉险。

一次， 网安总队接到文化部
门的来电， 发现一家紧挨大学的
“黑网吧”。 这家 “黑网吧” 只接
纳大学生， 在网吧周边安装摄像
头并找人在外放风， 执法部门多
次进行查处， 都因其提前关闭导
致无法取缔， 因此希望网安部门
协助查处。 赵大鹏主动请缨， 乔
装成大学生对 “黑网吧” 周边环
境进行踩点， 摸清情况后， 与同
事以大学生身份进入 “黑网吧”
上网， 等待时机。

当执法部门车辆进入 “黑网
吧”附近，经营者马上察觉到了，

立即关闭出入口， 用铁链紧锁大
门， 并拿出菜刀威胁上网人员不
许出声、不许离开。而此时，工商、
文化部门在外却无法进入， 眼看
本次查处又要无功而返。 赵大鹏
利用上网人员的不安情绪， 假装
上厕所，趁经营者不备，迅速打掉
其手中菜刀，将其制服，夺过钥匙
交给同事迅速打开防盗门， 成功
打掉这个“黑网吧”。

为 彻 底 根 除 “ 黑 网 吧 ” ，
2011年， 在领导的支持下， 赵大
鹏主动协调检 、 法部门达成共
识， 制定出对违法经营额达到5
万元、 获利超过1万元， 或第三
次被查处的 “黑网吧” 经营者追
究刑事责任的指导意见， 并下发
全市政法部门执行。 这项政策执
行以来， 全市查处了一批 “黑网
吧 ” 违法经营人员 ， 刑拘近百
人， 治安拘留500余人， 扣押上
网终端近万台， 极大地震慑了违
法人员，“黑网吧”基本销声匿迹。

时至今日， 赵大鹏共参与查
处取缔 “黑网吧” 70余家， 组织
全局各级网安部门查处取缔600
余家 “黑网吧”。

“打掉了这么多的 ‘黑网
吧’ 会不会担心打击报复？”

“不担心， 要是担心就不干
这个了。” 赵大鹏坚定地回答。

深夜检查
固化网吧安全管理制度

“网吧安全监管要常抓不
懈， 安全监管任重道远。” 赵大
鹏告诉记者， 在对网吧的日常监
管中， 需要组织、 指导各级网安
部门对网吧是否落实安全技术措
施 、 视频监控系统运行是否正
常、 是否存在消防通道不畅、 吸
烟等消防安全等问题开展安全检
查， 并到网吧实地抽查。 因此，
对于赵大鹏来说， 经常性出入网
吧检查， 成为了工作的常态。

由于网吧的经营时间大多为
下午到第二天凌晨， 许多违法现
象也大多出现在晚上甚至是深
夜。 为更好地打击违法行为， 在
别人都下班时， 赵大鹏开始了一
天的检查。 有时候一天跑下来，
已是深夜或者第二天凌晨了。

十余年的网吧安全管理工
作， 赵大鹏实地检查网吧1800余
家次， 排除各类安全隐患2300余
件， 全市几乎所有的网吧都留下
了他的足迹。 他还先后制定网吧
安全审核规范， 规范网吧审批程
序，确定市局、分局、属地派出所
的三级管理制度， 明确各部门职
责分工； 制定网吧日常管理工作
规范，对网吧实行分级动态管理。

2004年密云元宵节踩踏事件
发生后， 在全市安全大检查工作
中 ， 赵大鹏总结出了一套 “一
训 、 二查 、 三备案 ” 的工作机
制 。 “一训 ” 是指对网吧经营
者、 安全管理人员等进行安全培
训， 强化从业人员遵纪守法意识
和安全生产技能； “二查” 是指
对网吧落实各项安全措施的情况

进行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进行整
改， 排除安全隐患； “三备案”
是对网吧相关信息进行核实备
案， 对安全审批内容有变更的网
吧， 提示其经营者办理相关审批
手续， 并将其确定为每年开展一
次的网吧年度综合安全检查专项
工作机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这项工作开展13年来， 年均
排除安全隐患1300余件， 培训网
吧安全员6800余人次， 警告、 罚
款、 停业整顿网吧百余家， 成为
网吧安全管理的一项长效工作机
制， 为推动北京市安全稳定的上
网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主创新
开发审核打印系统

日常工作取得成效的同时，
赵大鹏紧跟安全监管工作形势，
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 深入网吧
调研， 及时掌握网吧行业发展动
态， 运用信息化技术主动创新。
他自主开发了网吧安全审核证明
打印系统， 实现了网吧信息批量
导入、 批量打印的功能， 这项成
果获得 “市公安局青年民警科技
创新成果评比活动” 三等奖。

2016年， 赵大鹏充分发挥互
联网技术优势， 通过运用视频巡
视等网上巡检与现场检查相结合
的方式， 建立网吧违规行为预警
平台， 有效提高了网安部门发现
网吧安全隐患、 及时查处违法违
规行为的能力。 2017年，他还借鉴
其他管理部门审批经验，提出将
原由分局实地审核、 市局复审两
级网吧安全审核工作模式， 改为
分局对网吧进行安全审核的工作
建议，获得领导的肯定和支持，经
单位研究决定并报请市局审批同
意后， 将北京市网吧安全审核权
限下放各分局开展， 提高网吧安
全审批效率，真正做到便民利民。

“虽审核权限下放了，但网吧
安全监管工作没有放松， 通过视
频巡视等手段， 可加强后期运营
管理的安全监管。 ”赵大鹏说。

“今年7月， 我到青海省玉
树州囊谦县藏医院进行了为期一
个月的对口医疗帮扶工作。 这30
天， 在一生中也许只是 ‘匆匆一
瞥’， 但却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
的 ‘里程碑’。” 广外医院检验科
主任王克宇感慨道。

2010年4月14日 ， 青海省玉
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发生6次地
震 ， 最高震级7.1级 。 此后 ， 玉
树的灾后重建工作就一直牵动着
全国人民的心。其中，开展医疗支
援，促进当地百姓就医，提升当地
医疗技术水平成为重要的一环。
作为对口援建城市，近年来，北京
已经先后派遣3批医疗专家到玉
树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此次， 王
克宇就是受西城区卫计委的委派

到青海玉树开展援建工作。
“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囊

谦县藏医院检验科开展科室工
作， 完善科室相关的工作体制和
机制。 ”王克宇初到科室就发现，
藏医院检验科不但人员缺乏，基
本的检测设备不是闲置就是严重
老化，“如做血液分析用的血球仪
管路老化破损严重， 生化仪常年
搁置， 检验科最常用的显微镜竟
一直放在库房里从未用过……”

了解情况后， 王克宇从库房
将显微镜取出来， 并手把手地教
科室的年轻人组装和使用。 在对
生化仪进行组装调试过程中， 他
发现仪器加样针漏水， 对仪器进
行简单的保养和维护后， 故障依
旧没有排除， 便马上联系了仪器
厂家的工程师。

完善的科室制度是保障科室
良性运营的基础， 王克宇在指导
科室年轻人编写相关制度文件的

同时 ， 还教会他们操作规程 。
“我的援建任务只有一个月， 这
样， 即使我离开了， 他们自己也
能编写了。” 王克宇说。

此外， 囊谦县藏医院的医护
人员普遍对化验单的解读比较欠
缺， 医院领导希望王克宇给大家
进行培训。 在对身边同事进行摸
底小调查后， 他有针对性地进行
准备， 通过举例的方式进行了说
明和分析， 尤其是对医护人员的
知识盲区， 做出了充分介绍， 取
得了不错的反响。

在囊谦，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
藏医院职工上山采药的最佳时
间， 藏医院所有职工都要参加。
为更好地融入集体， 顺利开展工
作， 王克宇也和藏医院的同事们
一起上山采药。 “烈日当头， 蚊
虫滋扰， 每个人都裹着严实的衣
服采药， 那种滋味只有亲身体验
过才知道。 藏医院的同事们， 哪

里有需要的药就奔向哪里， 毫无
怨言， 我也真正体会到了在藏区
从事医疗工作那份特有的辛苦。”
王克宇说。

除了工作上的困难， 王克宇
生活上也经历了不同的体验 。
“到达玉树的第一晚， 我就有了
高原反应， 晚上是在吸着氧的状
态下睡的觉。 想到家里只有妻子
一个人带着孩子， 担负起家庭重
担， 我心情无比复杂。” 因当地
用水比较困难， 王克宇还第一次
超过8天才洗一次澡， 第一次连
续3天没洗脸， 第一次和妻子隔
着千山万水通过手机视频聊天。

回望这段时光， 王克宇说：
“援助的这段时间，我喜欢上当地
美丽风光和可爱的同事， 他们的
淳朴、善良、热情、好客使我忘掉
了独自离家的孤独， 克服了高原
反应。 在那里，每一天的经历，都
是我这一生中最宝贵的记忆。 ”

□本报记者 陈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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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协办

赵大鹏（右）传授同事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