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茛郑文慧检
查加油机上的警
示标识是否张贴
齐全

荨郑文慧检
查加油站的消防
设施

▲疫情防控
期间， 郑文慧给
企业负责人讲解
疫情防控工作具
体要求

□本报记者 刘欣欣

她是辖区企业负责人眼中明
察秋毫的女 “侦探”， 善于发现
蛛 丝 马 迹 ， 面 对 隐 患 “ 零 容
忍 ” ； 她是同事眼中内功高深的
“学霸 ”， 带领大家深钻专业知
识， 练就一双辨识隐患的 “慧”
眼； 她是孩子眼中正直自律的好
妈 妈 ， 认 真 负 责 的 工 作 态 度
和 “干一行爱一行” 的良好作风
给孩子树立好榜样……她就是大
兴西红门镇安全生产检查队副队
长郑文慧。

郑文慧参加过多次重大活动
安全保障工作， 在北京市 “职工
技协杯” 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大
兴区第一名。 她带领团队参加北
京市大兴区应急管理局知识竞
赛、 有限空间大比武等， 取得个
人及团体第一。

做保障复工复产安
全的急先锋

领导喜欢把最艰巨的任务交
给她， 因为放心； 同事喜欢叫她
“慧哥”， 跟着她干有干劲； 辖区
企业负责人对她由躲到谢， 哪怕
被约谈， 也时常是苦着脸进去，
笑着出来……郑文慧就是有这样
的本事。 再难的事， 见招拆招，
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今年全国两会安全保障工
作， 对于郑文慧来说又是一个艰
巨的任务， 但有过多次重大活动
安全保障工作经验的她———忙而
不乱、 有条不紊。

“两会期间， 我们重点针对
仓储库房和危化品企业开展专项
检查， ‘五一’ 假期没有休息，
完成了两轮调查摸底 ， 建立台
账。” 郑文慧说。 她负责的片区
是全镇最复杂、 最难查的片区，
其中还包括1个重大危险源、 7家
加油站， 人员、 企业构成复杂，
是块难啃的骨头。

面对这块硬骨头， 郑文慧带
领队员们迎难而上。 细致入微地
摸底排查， 指导他们建立台账，
遇 到 涉 及 多 方 利 益 久 拖 未 决
的 隐 患 ， 她就各方联系 ， 摸清
事情来龙去脉， 把大家叫到一起
商量解决。

在郑文慧看来， 安全监管工
作就是不畏艰难、 执着付出， 就
是要勇担重任， 勇往直前， 特别
是作为一名专职安全员， 更要发
挥好 “神经末梢” 的作用， 时刻
冲在安全监管第一线。

今年， 自北京市开展疫情防
控工作以来， 郑文慧所在的科室
承揽了西红门镇所有散居公寓的
疫情防控工作， 人员构架复杂，
公寓工作人员整体素质偏低， 人
员集中、 数量庞大， 台账建立、
梳理、 防控难度很大。

这种情况下， 郑文慧克服了
夫妻二人都在疫情防控一线、 家
中两个孩子无人照顾的困难， 迅
速投入到工作中， 每天带着队员
开展巡逻、 督查， 入户发放宣传
材料， 张贴宣传海报， 核实人员
情况。

辖区有一家民生保障物流企
业， 疫情期间没有停产。 为了保
障企业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两不
误， 郑文慧带领队员多次上门为
该企业进行指导 ， 进行隐患排
查， 解决防疫物资短缺等问题。
实实在在的帮助让企业很感动，
但一开始， 郑文慧和队员们在这
家企业吃了 “闭门羹”。

原来， 疫情防控初期， 郑文
慧和队员就来到该企业提供帮
助， 可企业却把他们当成 “不安
全” 人员， 甚至冲着他们全身喷
洒消毒液……但郑文慧不急不
躁 ， 细致耐心地为企业讲明来
意， 苦口婆心下， 终于获得了企
业的理解和尊重。

当收到企业送来的锦旗时，
郑文慧内心充满骄傲和满足， 她
认为这是莫大的鼓励。 “疫情就
是命令 ， 我是党员责无旁贷 。”
郑文慧说。

做对隐患 “零容忍”
的女“侦探”

书柜下面的秘密通道、 广告
牌后面的暗门、 图文打印店中暗
藏的二层阁楼……这些不是电影
中的场景， 而是郑文慧每天工作
中都可能遇到的情景。

西红门镇是典型的城乡接合
部， 辖区面积广、 隐患类型杂，
特别是拆除腾退工作开展后， 许
多小作坊由村外转向村内民宅，
形成 “村中厂”， 安全隐患尤为
突出， 监管压力逐步增加。

虽然工作压力大， 但说起专
职安全员的身份， 郑文慧言语中
充满了骄傲。 2015年， 她成为了
西红门镇一名专职安全员， 生物
化学专业毕业的她， 起初在面对
建筑、 电气线路、 消防等专业领
域时， 一脸茫然。

学中干， 干中学， 她一方面
通 过 对 辖 区 内 生 产 经 营 单 位
进 行 经常性隐患排查 ， 不断积
累着工作经验， 另一方面， 她利
用一切时间加强专业知识学习，
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为工作
骨干。

“安全检查最主要的是细
心， 发现隐患是第一步， 不能放
过任何蛛丝马迹 。 ” 郑文慧在
几年的实践中练就了一双慧眼，
经常能发现被企业刻意隐藏的问
题隐患 。 队员笑称她有侦探潜
质 ， 可在她看来 ， 只要细心观
察， 掌握方式方法， 就一定能发
现平常中的不平常。 “事出反常
必有妖。” 郑文慧笑着总结检查
经验。

一次， 她在带队检查时， 发
现一个商户老远看到他们就赶紧
关门歇业 。 郑文慧和队员们走

近， 透过门缝往里看， 断定这是
一家做图文广告设计的小店。 奇
怪的是， 店主连续三天都是同样
的反应。 这一反常举动引起了她
的怀疑， 于是， 她通过村委会找
到了房东， 要求开门检查。

一进门， 队员们就被现场场
景惊呆了。 店内外间随处堆放着
简易设备、 易燃杂物， 私搭乱接
的线路在地上缠成一团， 简易木
门后竟然有一间10平米左右的小
屋， 里面被3张上下铺堆得满满
当当， 有的床上还有没有关掉的

电热毯。 安全出口完全被物品堵
塞了， 如果这里发生火灾， 后果
不堪设想。

看到这一幕， 郑文慧感到既
气愤又心酸， 气愤的是店主为了
省钱不惜让员工冒着生命安全的
危险挤在这间小屋里， 心酸的是
还有很多像这样的店主与工人安
全意识淡薄， 对安全的认识不深
刻， 甚至是知法犯法。

她和同事们立即对这家店铺
进行查封， 约谈了门店负责人和
房东 ， 给他们耐心讲解 “三合

一” 隐患的危害， 还列举了多起
“三合一” 火灾事故案例， 告诉
他们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 并按
程序开具整改文书， 要求他们立
即整改， 彻底清除隐患。

有些企业负责人对郑文慧
说： “你的眼睁得太大了， 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可郑文慧
眼里就是容不得沙子， “如果隐
患不整改彻底， 我就睡不安稳。”
郑文慧碰上这样的情况太多了，
每次都在她和同事们 “跑断腿、
磨破嘴” 的坚持下消除了隐患。

做检查队苦练内功
的“学霸”

“安全检查不能不懂装懂，
打铁还需自身硬。” 自2015年参
加安全生产检查工作以来， 郑文
慧始终坚持学习， 注重实干。 回
想起刚入职的那段时间， 白天外
勤检查， 遇到晚上值班， 除了录
入白天的检查内容、 存档， 还要
花时间学理论知识， 并结合北京
市专职安全生产检查系统里列出
的隐患类型， 边看边学。

“那段时间虽然很累， 但非
常有收获。” 郑文慧说， 干安全
生产工作， 没有捷径， 唯有务实
才是根本。 其实， 对于专职安全
员来说， 辖区内企业可能涉及多
个行业领域， 专业知识不能 “偏
科”， 否则就难以胜任日常的检
查工作。

“我以前参加过事故调查，
看着遇难者家属撕心裂肺的悲
痛， 心里太难受了。” 郑文慧说，
从那时起， 她就下定决心， 一定
要帮助企业查出隐患， 不想再看
到任何一家企业出事故， 不想让
一个家庭因为事故而破裂。

目标转化为学习的动力 。
2018年， 她主动报名有限空间作
业培训， 考取了这项难度很高的
特种作业证书， 2019年又考取了
低压电工证， 并带动队员一同提
升。 “同班六七十名学员， 大家
看到一位女士来考地下有限空间
作业监护证， 都很惊讶， 连老师
都说从没见过我这样的学员 。”
郑文慧笑着说。

郑文慧的专业水平提升了，
查隐患查得更准了。 如今， 辖区
很多企业负责人专门请郑文慧帮
忙看看自家企业的问题 ， 尤其
是 之 前把检查人员拒之门外的
企业， 如今思想认识上发生了很
大改变。

同时， 郑文慧还是两个孩子
的母亲。 多年来， 对待丈夫和孩
子， 她总感到愧疚。 2018年春节
前夕， 有八个多月身孕的她， 依
然奔走在危化品企业安全检查的
第一线。 去年， 在连续 “作战”
大检查大整治40天的行动中， 她
2岁的小儿子发了高烧， 她无暇
顾及生病的孩子， 等下班回家后
看到孩子烧得通红的小脸， 泪水
一下子涌出眼眶。

郑文慧给孩子们树立了好榜
样 ， 懂事的大儿子在作文中写
道： “我的妈妈是干安全的， 很
累 很 辛 苦 ， 虽 然 没 有 时 间 陪
我 和 弟弟 ， 但我知道她是为了
更多家庭能快乐幸福， 我爱我的
妈妈。”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所有企
业蒸蒸日上， 不出安全事故， 所
有群众的安全意识越来越强， 平
平安安的。” 郑文慧笑着说。

———记西红门镇安全生产检查队副队长郑文慧

练就“慧”眼查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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