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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链”教学法“邀请”学生共研思政

���� “保证特种设备安全 ， 确保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是我们
工作的底线， 不能突破， 我们特
设人深知这份责任的重大。” 说
这话的是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副科
长闻立江。

近年来， 随着全国科技创新
中心核心区建设进程的加快， 海
淀区特种设备数量增长迅速， 海
淀区在用特种设备总量为20万余
台， 居全市第二位， 约占全市总
量的 15% 。 海淀区科研院所林
立， 高等院校密集， 文化旅游资
源丰厚， 中央、 军队机关众多，
党和国家重大活动、 重要会议频
繁 ， 特种设备安全工作政治性
强、 任务艰巨、 责任重大。

闻立江从讲政治、 保安全、
促发展的高度入手， 研究新形势
下特种设备安全监管 ， 认真履
职， 创新工作方法， 多措并举，
提升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能力， 有
效保障了海淀区特种设备安全持
续稳定。

创新方法
治理老旧电梯安全隐患

“改造完成， 换了新电梯后
太方便了， 我发现新装的电梯都
是大品牌， 运行平稳， 我们对政
府部门解决出行难题深表感谢！”
说起新电梯， 家住海淀区万寿路
街道翠微北里小区7号楼的魏萌
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该小
区7号楼一台电梯因老旧无法修
复已经停运许久， 剩下的一台电
梯虽然在运行 ， 因为电梯声音
大、 故障多， 居民总担心出现安
全状况。 居民想更换新梯的呼声
经街道报给海淀区市场监管局。

接到该情况后， 闻立江本着
特事特办的原则， 及时组织开展
高风险电梯安全评估。 从列入评
估到完成更新， 前后仅用了一年

时间。
翠微北里小区7号楼电梯安

全隐患治理工作， 是海淀区推进
高风险电梯安全隐患治理工作的
一个缩影。 近几年， 海淀区已有
1800多台老旧电梯通过更新、 改
造、 大修、 加强维保等方式完成
了隐患治理 。 海淀区电梯总量
大， 老旧电梯数量多， 为消除老
旧电梯安全隐患， 海淀区已经连
续4年开展高风险电梯安全评估，
并开展隐患治理。

闻立江深入调研 ， 总结方
法， 做好制度设计， 先后起草了
《关于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改
造大修工作的实施意见 （试行）》
《海淀区2017年度电梯安全隐患
治理工作方案》 《海淀区2018年
度电梯安全隐患治理工作方案》。

工作中， 闻立江构建了 “政
府统一领导、 街镇属地管理、 部
门综合监管、 企业落实责任、 社
会参与监督、 检验技术支撑” 的
电梯安全多元共治工作格局， 切
实守护好广大群众 “出门第一
步 ， 回家最后一程 ” 的安全 。

敢于担当
服务首都安全大局

海淀区重大活动、 重要会议
频繁， 特种设备安全服务保障工
作政治性强、 任务艰巨、 责任重
大。 工作中， 闻立江圆满完成了
“全 国 两 会 ” 、 “中 非 论 坛 ” 、
“国际电影节” 等200余次特种设
备保障任务， 为重大活动、 重要
会议顺利进行做了贡献。

在严要求的同时， 他还时刻
给企业做好服务工作， 为相关单
位做好管理、 维保和应急处置提
出指导意见。 一家锅炉使用单位
的备用安全阀忘记校验了， 他立
即联系相关检验单位， 协调安全
阀校验事宜， 使用单位把安全阀
送检当天就完成了校验， 确保服
务保障工作万无一失。

有些会议场所每年会召开多
次会议， 上个月刚保障完， 下个
月又有会议， 保障工作要做到每
次都到现场， 排查风险， 消除隐

患。 这些会议场所的负责人从最
初认为保障检查是负担， 到后来
积极配合保障检查， 认知上有了
很大变化， 因为他们明白了， 保
障检查是帮助企业发现问题、 解
决问题， 能切实提升管理水平的
有效措施。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在
特种设备服务保障工作中， 被评
为先进单位， 他的领导和同事多
次被评为先进个人。

主动作为
服务保障民生

2018年8月 ， 一个小区内55
部电梯在检验机构定期检验中因
为电梯报警装置瘫痪， 不能有效
应答紧急呼救被宣布为不合格，
物业公司电梯应停止使用。 闻立
江得知情况后， 马上意识到， 小
区内55台电梯全部停用， 肯定会
给百姓出行带来巨大影响。 他立
即上报领导，并与所在属地联系，
将55台电梯将停用的情况告知给
相关负责人， 当天夜里加班与属
地负责人商议解决办法， 确保电
梯尽快恢复运行。

第二天， 他和局里领导、 检
验机构现场办公， 整改一台， 验
收一台， 仅用了24个小时电梯就
恢复了运行， 对小区11栋楼的55
个楼门894户居民的电梯使用基
本没有造成影响。

深知电梯对于百姓出行的重
要意义， 闻立江从事特种设备安
全监察工作以来， 很多场景他都
记忆犹新。 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因
电梯停运不能下楼时无助的神
情， 有父亲抱孩子爬楼梯上楼时
汗水打湿的衣服……正因为此，
他在提升自身监管能力的同时，
建立了不合格电梯通报机制， 将
检验不合格电梯当天通报给区政
府、 区房管局和相关街镇， 充分
发挥街镇及有关部门的管理优
势， 形成工作合力， 共同督促相

关单位整改 ， 尽快恢复电梯运
行。 做到想民之所想， 急民之所
急， 确保百姓出行安全、 便利。

强化宣传培训
提升社会安全意识

“以前电梯突然停梯， 我们
被困在轿厢里时非常害怕， 以为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 今天参加了
这次电梯演练， 才知道电梯停梯
也是一种电梯保护方式， 没有危
险， 只要耐心等待救援就行了，
多谢你们的讲解啊， 我以后也会
告诉给我身边的人。” 一位参加
电梯困人应急救援演练的老人发
出感慨。

特种设备安全除了设备本身
符合相关技术要求外， 使用者安
全使用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全
国范围内已经发生了很多次由于
乘客脚踹电梯门、 手扒电梯门等
行为造成的坠亡事件。

闻立江充分利用报刊 、 电
台 、 电视 、 网络等各种媒体形
式， 采用发放宣传资料、 现场咨
询讲解、 网络公布安全常识、 开
设安全课堂等方式， 加大特种设
备安全使用知识、 应急救援知识
和注意事项的宣传力度， 切实提
高百姓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 预防和减少特种设备安
全事故， 营造全社会关心、 关注
特种设备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

这项工作开展以来， 他累计
为海淀区 3000多家特种设备生
产、 使用单位进行安全培训， 有
效提升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水平。

“安全工作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 我时刻牢记所肩负的使命和
责任， 无怨无悔地奋斗在特种设
备安全监管一线岗位上。 我将以
饱满的热情、 顽强的作风和过硬
的素质， 为海淀区特种设备安全
工作做出贡献！” 闻立江神情严
肃地说道。

□本报记者 刘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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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记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科副科长闻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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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协办

讲课时抛出一个又一个问
题， 吸引学生不断思考， 并用真
情讲述去打动听众。 上过中央财
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冯秀
军的思政课， 学生们纷纷用 “有
情怀” “震撼” 来形容。

今年5月5日是马克思诞辰二
百零一周年纪念日。 5月8日13时
10分， 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院长冯秀军教授在沙河校区
开讲 “信仰是怎样炼成的———马
克思成为马克思的成长启示 ”，
这个主题隶属于她的 《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程。

在当天课堂上， 她从马克思
诞辰这个时间点切入， 娓娓描述
了马克思的成长历程。 她点出马
克思上大学时酗过酒、 和别人决
过斗， 后来转变为一代伟人。 说
到这里， 她抛出一个问题 “马克
思为什么能成为马克思？” 在三
个学生各自表达完看法后， 她才

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随后， 她又
提出第二个问题 “马克思的成长
有何启示？” 结合如何确立信仰、
走出有意义的人生路引申开去，
学生上完课都感到意犹未尽。

这样的课堂设计， 正是冯秀
军讲课的一大特色———“问题链”

教学法， 即以学生关注和困惑的
问题为起点， 以环环相扣的 “问
题链” 引导， 让教学沿着答疑解
惑的认知路径层层递进、 不断深
入。 她认为， “问题链” 教学法
是对学生发出的诚挚邀请， 是师
生在课堂上发现问题 、 探索问

题、 解决问题， 让思政课真正思
考起来。 能否回答学生的思想困
惑， 能否触动学生的心灵， 是思
政课是否具有含金量 ， 是否有
用、 有效、 有魅力的 “试金石”。

作为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特级教授、 北京市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 “名师工作室 ” 主持
人， 冯秀军曾获评国家教学成果
一等奖、 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
果一等奖、 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
名师奖、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北
京市师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冯秀军教思政课26年来， 每
周多的时候要上六七节， 按说已
经对内容信手拈来， 但她不敢有
丝毫的懈怠， 往往上课前15分钟
还在调整教学PPT。 她说思政课
需要根据时代变化不断改进教
学， 教这么多年， 依然处于备课
状态。

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江

雨凝一进校就听学长说起冯秀军
的课 “难选”， 因为太受欢迎了，
一学期学下来， 她迷上了冯秀军
的课。 “高中政治课讲的是应试
理论， 听了冯老师的课， 发现其
实思政离我们很近 。 她是真懂、
真信， 才会在讲课时打动我们。”

在职读博的杨同学自己是教
政治的， 她说教师上课时如果没
有问题，难以取得学生的共鸣。但
能够设计问题，吸引学生的关注，
把知识与情感融为一体而不是分
离开，是冯秀军的教学秘诀。

“讲课动情， 是因为这些历
史人物有感动到我的地方。 思政
课教学首先自己要被打动， 教师
不仅要以理服人， 还要用真情实
感去打动学生， 不是煽情， 要被
整个理论和案例所感染， 有感而
发。” 冯秀军说， “教思政、 讲
理想信仰不是贴标签， 而应是营
造过程， 通过追问让学生参与进
去， 成为他们真正认同的理念。”

闻立江（左一）正在进行电梯安全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