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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警服，带着手套，拿着刷子、相机，是
她的工作状态。在细微处查找真相，是她的职
责使命。她就是区公安分局刑事犯罪侦查中
心的陈颖子，也是该局成立以来第一位刑事技
术岗位的女民警。

2011年6月9日，某小区发生一起凶杀案
件，陈颖子赶到案发现场进行勘查。她瞪大眼
睛，仔细找寻着蛛丝马迹。在离案发现场数十
米远的公园角落里，一张10元面额的人民币引
起了陈颖子的注意。她觉得这张纸币很可疑，
便进行拍照固定。紧接着，以这张纸币为中
心，民警在附近草丛中找到了带血的作案工具
以及一个“LV”手袋，手袋中还有一些带血的
物品。

在这些物证中，陈颖子发现“LV”手袋中有
一份死者的病历，在病历的封皮上有一枚颇不
清晰的血手印。破案突破口有了！她利用自
己精湛的指纹提取技术，提取了一枚较为清晰
的手指印。经指纹信息比对，锁定了50多枚疑
似指纹。在这50多枚指纹中，她依靠着双眼一
一进行甄别。

当看到第23枚指纹时，陈颖子发现池某的
指纹与采集到的指纹完全相同。她高兴地跳
了起来，立即跑去向领导汇报。在案发16个小
时后，池某被捉拿归案。

她嫉恶如仇，但有着一颗温柔的心。她曾
用女性特有的细心和柔情，劝解下一位轻生
者。2010年9月3日下午，“110”指挥中心接到
群众报警，称“路泽太一级公路与机场路交换
处的立交桥拱桥上有人疑似要跳桥，请速到现
场处置。”

当时在路南派出所的陈颖子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一名男子站在离地面高达20米的拱
桥上，不停地走动并朝桥下张望，看上去很忧
虑。当时现场围观群众达数百人，交叉的两条
道路因此全被堵死。

时间过去了近半个小时，桥下的沟通交流
几乎不起作用。此时，参与现场营救的人员经
过商量，决定由陈颖子登上云梯与他对话。陈
颖子和一位消防官兵登上云梯，渐渐向男子靠
近。陈颖子靠近时，那男子嘴里不停地重复着

“很多事情真让我想不明白啊！”
经过陈颖子与该男子一个多小时的沟通，

男子主动走进消防云梯，和民警们一起徐徐降落到地面。
今年是陈颖子工作的第十个年头，她始终保持着最初从警

的快乐体验。她说，她的秘诀
就在于：“用心工作，用心生活，
用心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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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於徐阳
通讯员 李 娜）“从去年因集体公款
吃喝等问题受处分以后，我们村两
班子现在谨记教训，在作风上严守
纪律规矩，远离酒局、牌局，就算是
个人自费聚会也会注重场合，注重
身份，在工作上绝不推诿，积极参加
村里消防安全整改、环境整治等工
作。去年下半年，村两班子还在街
道领导的牵头下，攻克了长浦十字
路口改造这个16年之久的难题，打
通了‘断头路’。”3月6日上午，长浦
村党支部书记罗昌燕向路南街道纪
工委汇报着点点滴滴的工作。

去年、区纪委、路南街道纪工委
对长浦村村两委班子公费吃喝、违
规参与陪侍性服务等问题进行了

“一案双查”严肃处理。自村两委班
子换届后，路南街道纪工委高度关
注现有村两委的廉洁情况，以及受
处分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动态。

为营造风清气正干净干事的环
境，该街道纪工委开展用“身边人”

“身边事”的警示教育工作，在长浦
村进行“清廉村居”建设，给农村“小
微权力”戴上“紧箍咒”。针对村干
部权力界定模糊、决策随意、监管薄
弱等问题，最大限度地从“小”处着

手，杜绝村干部权力私化，让村务工
作更加透明，推动了“严惩严治不敢
腐”向“扎紧笼子不能腐”转变。

街道纪工委书记林慧清作为
“总负责”，常到村里去“逛逛”，为村
两班子送去《路桥区农村党员干部
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汇编》，时刻提醒
村两班子既要高度警醒、引以为戒，
把纪律放在心上，又要放下包袱、重
新出发，把责任扛在肩上，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杜绝“四风”问题，做一名
忠诚担当干净廉洁的农村基层干
部，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纪律保
障。林慧清也常到几名受处分党员

干部家去坐坐，听听他们的心声，帮
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调整心态，
卸下思想包袱，变压力为动力，以知
错悔错的决心推动工作再上台阶。

眼下的长浦村，长浦十字路口
拆后安置、村庄环境提升改造、“九
小”行业和出租私房消防安全整治
等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中，美丽乡
村的画卷不断铺开来。

——回访教育让知耻者勇担当

抓好纪律处分“后续工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 益）
“你好，麻烦看下这些防火宣传手
册，平时用电用火请注意安全。”为
提升流动人口消防安全意识，贯彻
落实区委区政府“用身边事教育身
边人警示教育”的要求，近日，区流
动人口服务管理局联合区新居民联
谊会和路桥街道，一起对流动人口

密集区块采取“主动出击，宣传到
户、分类宣传”的模式，分别前往台
州客运中心（南站）、人才市场、夜
市、小商品市场等地，对流动人口群
体、市场业主、沿街商铺进行广泛的
消防安全宣传。

此次消防宣传是新居民联谊会
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的又一事例。自

新居民联谊会成立以来，优秀外来
人口积极主动参与我区社会管理，
服务区委中心工作。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宣传消防
安全的同时，宣传组还向宣传对象
发放了消防安全宣传挂历和新居民
联谊会工作手册以及小礼品，吸引
了不少外来人口的关注和围观。特

别是在夜市和人才市场，外来人口
积极主动获取宣传手册，收获了较
好的宣传效果。

据悉，下一阶段，区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局将继续以新居民联谊会为
载体，开展联合宣传，将平安、消防
宣传工作常态化，积极参与社会治
理，为平安路桥建设贡献力量。

送“妈妈式”关怀
为消防安全助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项
懿）3月10日晚，路桥康博中
医门诊部在鑫都大酒店多功
能厅开展医养结合健康活动，
特邀中西医结合专家温海涛
教授作《国家需要新医学 人
民需要好医生》的专题讲座。

当天晚上，温海涛从目前
社会普遍存在的医患纠纷频
发之痛以及中国人健康大数
据亮起红灯等方面出发，结合
实际案例，表明医学必须整
合。那么如何整合医学？要
从人的整体出发，把医学最先
进知识和各科最有效的经验
有机结合，让新的医学知识体
系和新的理论方法更加符合
人体健康和疾病诊疗的心
意。同时，温海涛结合自身所
学，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进入整
合医学时代的中国针推医生
是中国整合新医学未来发展
的重要力量。他说，中国针推
医生的特色是融合“治未病”；
融多科多病于平衡；体脑劳动
一体化；融合中西医学；融合
针具，辨证论治；融提高诊断、

诊治于一体。
温海涛今年已 86岁高

龄，从事临床医疗、教学、科研
工作 62年，学习中医推拿 24
年，获得无数赞誉。数十年
来，他以中医平衡治本法则为
指导，刻苦钻研运用中西医结
合对骨伤病的研究治疗，并创
建了温氏针灸推拿五联平衡
治本疗法，通过温氏五联定点
诊治一体，融合内功点穴、温
经通脉、针灸针刀、平衡正骨、
扶正治本，治疗颈肩腰腿痛及
全身多种相关疑难杂症方面，
不仅具有安全快捷、标本兼
治、疗效确切的特色，更独具

“选穴精少，立见成效”之优
势，受到了广大患者的一致好
评。

路桥康博中医门诊部主
任王菊文是温海涛的学生，也
是本次活动的组织者。说起
之所以举办此次讲座，她表
示，这是秉承“弘扬中医文化
关注百姓健康”的宗旨，让更
多市民学习健康养生知识，成
就健康的人生。

聆听一场医养结合健康讲座

本报讯（见习记者 金斌
杰）3月8日上午，区消防大队
相关负责人在区 12345政务
服务平台现场接听市民来电，
听取他们关于消防安全等方
面的投诉、意见、建议及相关
政策法规的咨询。

出租房消防安全一直是
社会关注的热点，随着我区
消防安全宣传不断深入人
心，房东及租房人群的消防
安全意识不断提高。“你好，
我想了解一下 4层楼的立地
房出租的话，需要注意哪些
问题？”10时许，一位市民打
进热线询问。

“你好，立地房出租，如果
出租的人数超过 10人（不含
房东），那么 4层及以上的楼
层需要配备 2个楼梯。需要
注意的是，如果含有阁楼，阁
楼内是不允许居住的。对于
厨房应集中、独立设置，并采
用防火门进行硬隔离。”随后，
区消防大队相关负责人又进
行了详细地解答，“如果是出
租给一户人家，只需要简单地
配备一些灭火器即可。如果

是把每一个套间分别租给一
户人家并共用一个厨房的话，
则需要对厨房进行防火分
隔。同时，每一个房间内居住
的人数不得超过2人（有直系
亲属关系除外）。像灭火器、
电线套管等基础消防设施也
是需要配备的。”

“你好，消防安全至关重
要，我希望相关部门能进一步
加强对各镇（街道）消防中队
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
工作能力。”一听是老熟人，热
线中心的工作人员无不啧啧
称赞，这位大姐非常关心社会
事务和政府工作，几乎每次政
务接听，她总能提出各类问题
及建议。“您的建议非常好，消
防重在于防，消防安全培训一
直是我们在抓的工作。不单
单是各镇（街道）的消防工作
站，诸如民警、网格员等的消
防安全培训我们也是一直在
进行的。”区消防大队相关负
责人如是说。

在一个半的小时内，此次
共接听话务8件，其中领导现
场接听解答4件，转交办4件。

你有消防问题 我来答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许 炜 通
讯员 陈鸿赟）3月10日，对于桐屿街
道新保村的287户村民来说，是喜庆
而又难忘的一天。在区文体中心举
办的分房大会上，经过一天紧张激动
的现场抽签，他们抽到了期盼已久的
新房。

当天7时40分，记者在分房现场
看到，场馆内早已人声鼎沸，村民们
纷纷提前入场，等待分房大会的开
始。“得知今天抽房，昨晚激动得没睡
好觉。”新保村村民陈素告诉记者，之
前数次去安置小区进行实地查看，环
境和位置都不错，希望等会儿抽签能

抽个好位置。
据了解，桐屿街道新保村位于我

区西面，紧靠城市核心区块，地理位
置优越，涉及体育公园、飞龙湖、儿童
公园、中央山二期等多个重点工程。
为确保各项工程顺利推进，新保村启
动整村拆迁安置工作。经过三年多
的建设，环境优美的安置小区全面完
工。小区共用地面积90余亩，建设安
置房13幢。

“安置小区建成后，街道在分房
前，先后多次召开新保村分房工作领
导小组会议，对会务筹备、群众动员、
现场组织、后勤保障等方面做了精心

准备，保障大会圆满成功，确保群众
满意。”桐屿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
示。

8时 30分，分房大会正式开始。
工作人员宣读了会议程序和注意事
项后，在公证人员和新城管委会、城
建集团、街道办事处人员的共同监督
和见证下，密封的抽签序号和房号先
后被放入抓阄箱内。经过第一轮抽
序号后，就到了最重要的抽房号环
节。最终，在当天15时，陈素一家抽
到了自己心仪的房子，她高兴地告诉
记者：“我家一共7口人，抽到了420
平方米，户型和楼层都符合全家的期

待，很满足了。”
据悉，此次分房共涉及700余套

房屋，共分60平方米、120平方米、180
平方米3种户型。分房采取现场抽签
形式，在公证处、街道纪工委全程监
督下进行。通过 4轮抽签，当天 16
时，分房大会圆满完成。

随后，记者实地走访了新保村安
置小区——新盛佳苑，周围交通便
利，规划整齐。看到一幢幢拔地而起
的高楼，让人感受到浓厚的现代气
息。走进小区，里面春光正盛，花团
锦簇，树影婆娑。这里，就是今后新
保村民生活的美丽家园。

新保村套式安置房分房大会圆满完成

翘首以盼 喜换新房

用心才能把事做好

3月，正值赏
花时节，居民小区
里的玉兰花竞相
开放。随着生活
水平的日益提升，
市民足不出户，每
天在自己的家门
口，就能畅享美好
春光。

全媒体记者
陈政羽 摄

（上接1版）
“大家好！上期我们的‘检风绿

乡村’宣传栏在你们村刊登也有段时
间了，今天我们来，主要是了解你们
有什么反馈或者想法，下期我们加
以改进。”“您别客气，各种意见我
们都要听，这也是为了让村民们做
好防范。”在村部坐定后，两个人说
明了来意。

该村党支部副书记陈继平和在
场的村委员打开了话匣子：“青少
年预防犯罪、毒品类的内容可以再

增加一些。”“可以多加点图片，更
加通俗易懂。”“可以做长期的策
划，每期一个主题。”……两个人
一边听取意见，一边在本子上记录
下来。

去年以来，区人民检察院开展了
“检风绿乡村”检察宣传进村（居）活
动。罗伟敏告诉记者，这是该院进一
步贯彻“绿色司法”，深化“检力下沉”
推出的绿色司法新品牌。而作为一
线的基层检察室，就要更热心一点，
主动出击，“我们回去后会总结提出

的意见，相信下一期刊登后村民反响
会更好。”

走访多一份真心
“您好，我们是路桥检察室的工

作人员，最近生意怎么样？”时钟虽
已走向11时，两个人却丝毫没有察
觉，继续走进了浙东南副食品市
场，“最近食品安全这块特别重要，
我们检察机关希望通过发放食品安
全手册，以案说法，助力公益诉
讼。”说罢，两个人随机进入一家，

与店主交谈起来，“你知道吗？最近
路桥有人非法使用‘工业松香油’

‘日落黄’等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用
于加工卤肉并销售，被判处有期徒
刑十个月，还被罚款两万元。”说
着，她们将手中的宣传手册递上，
店主饶有兴致地翻阅起来。

她们不多时便在市场内走访了
一圈，一旁的市场负责人不由地向她
们竖起大拇指。她们却说：“我们只
是多了一份真心，站在他们角度考虑
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