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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智”民警的铁血丹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通讯员

戴娟 黄欣欣

园林栽种工人曾凡波：

栽植绿色守护

9 日一早，市公安局咸安分局法制大队副大队长佘丹
的办公室内，挤满了前来咨询案件处理的民警。民警们
手上拿着不同的案卷，大家心里明白，为了让复杂的案情
更明朗，合理合法的办理下去，必须得来找找这位法制办
案专家。
佘丹是咸安区域内各种综合案件、疑难案件的“诊脉
专家”。20 年来，她审核案件达 7 万余起，未发生一起错
案和国家赔偿案件。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微观 咸宁
A

年龄最小资历最老的法制民警

近日，永安南大街一居民来经侦大队报警，称其
朋友向其借款，却用于赌博，后无力归还，希望警方
能查清事实真相给个说法？受理此案的经侦大队民
警小陈来到佘丹的办公室咨询。
“ 佘主任，帮我们看
看这个案子能否立案？还需收集哪些证据？
”
佘丹一边翻阅案卷一边询问，并列出了三个疑
点：借款人的实际用途是什么？借款人借款时的财
务状况如何？借款后是否有隐匿行踪的行为？收集
这些证据后再决定是否立案……
经济类犯罪案件是最为复杂的，往往与民事案
件有些相似之处，经过佘丹一捋，民警的思路清晰了
许多！
“手机里有佘主任的电话，心里总是踏实的。”正
在一边等候咨询案件的浮山派出所的一名民警笑着
说，一些大案小案的办理时间，因为佘丹便能得到了
有效的提速。
今年42岁的佘丹，
1999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

B

学经济法专业，
当年进入咸安公安系统工作，
目前是法
制大队里年龄最小而资历最老的法制民警。在工作岗
位上 20 年，佘丹始终保持着知难而进、勇于实践的工
作热情。2005 年、2016 年，她先后因肾结石做了两
次手术，术后身体也一直不太好，她却从未因此而影
响工作，
常常忍着痛苦带病上班。
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下班时间，
佘丹的手机总是
处于高度运转状态，民警咨询的电话总是不断，从受
案到结案，信息化建设“警综平台”办案中遇到的问
题，
警情处置或是案件的办理等，
每个环节遇到问题，
民警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电话咨询佘丹。
2005 年，佘丹因肾结石住院手术，躺在病床上也
没能闲下来。
有一次，凌晨 12 时刚过，病房里大多数人都已进
入酣睡，浮山派出所的一位民警打来电话，咨询刚刚
接到的一个案件的办理问题。佘丹从病床上坐起来，
打开床头灯，
拿出笔和纸，
就开始帮助民警梳理案件。

审核案件 7 万余起未发生一件错案

在案件审核中，从严把关是佘丹的一贯作风。
从案件办理到法律程序、从文书制作到案件装订等
各个环节，她都认真审核。
上周三，佘丹接到一个汀泗桥派出所上报过来
的棘手案子。由于一线办案是位新来的民警，整理
上报的资料比较乱，佘丹整整用了一上午的时间，重
新梳理了一遍资料，排除案件中涉及的时间久远取
证难等问题，佘丹还发现案子在办理中存在有效材
料不足、没有形成证据链等问题。对需要补充材料
的，她拟好提纲，向基层民警耐心解释，保证审核的
案件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她跟办案民警沟通后，终
于使案件得以立案。
“我们的工作就是合法、公正地处理好每个案

件。”佘丹说。从第一天开展法制工作开始，她便知
道
“严、细、准、全”
是审核案件的唯一标准。
在 20 年的工作中，佘丹审核案件达 7 万余起，未
发生一起错案和国家赔偿案件。
虽然毕业于法律专业，佘丹从未懈怠学习。平
时，无论工作多么累，每天她都要抽出时间给自己充
电，并把所学知识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及时进行深
刻地自我剖析，找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加以整改和
提高。
2005 至 2018 年，佘丹连续多年被咸安公安分局
评为“工作先进个人”和“优秀公务员”；2010 年、
2011 年，她连续两年被市公安局评为全市“十佳执法
标兵”
；2014 年，她荣立
“个人三等功”
。

C

最高峰时一天
阅卷 50 余本

2013 年，全国开展取保候审专项督察活
动，佘丹担负着咸安分局 331 起 537 人取保候
审案件审核的任务。
虽然此项专项工作由督察部门牵头，法制
部门仅需业务指导，但由于分局内督察民警们
年龄偏大，无法适应工作的要求，佘丹主动承担
起了各项具体工作。从“一人一表”到“八类台
账”，从案件问题查纠到整改验收，佘丹均亲自
把关、操作。最高峰时她一天阅卷 50 余本，持
续加班 24 小时。
这次工作对于佘丹是一项考验。连夜的作
战，让她疲惫不堪，而后面排队等着审核案件的
人有增无减，兴许是身心疲惫，面对众多办公室
的同事们，
她忍不住哭了起来，
1 分钟后，
她又擦
干眼泪继续工作。
为推动系统内执法规范化建设，在长期的
高压工作实践下和调研的基础上，佘丹创新思
维，制定、推行了公安法制建设工作措施，完善
了集体议案制度机制，她建议成立方案委员会，
对刑事执法中撤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及其他
疑难、重大案件进行议案。
“我们现在用百分制给每个办理的案件进
行打分，扣除未达标的部分，指出办案缺陷，以
此来规范、提高各种案件的办案水平。
”佘丹说。
佘丹制定了“最差、最优”案件评选机制，每
个季度对全局所有案件进行集中抽查评选，指
出每个案件存在的问题，综合评选打分，总结办
案的经验，以此加强内部监督，鞭策办案民警提
高案件质量的自觉性。
为了深入推动执法规范化建设，
防止执法偏
差，
佘丹集思广益，
先后制定了《咸安分局法制员
制度》、
《咸安分局涉案财物管理制度》、
《咸安分
局执法办案场所管理制度》、
《咸安分局提请逮捕
案件程序规定》等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执法制
度，保证执法办案质量和执法公正、执法安全。

陶艺爱好者柳夜：

揉捻中，重塑生命意义
采访时间：4 月 10 日
采访地点：秀玉红茶坊
采访人物：
“90 后”柳夜，5 年
前读书时接触到陶艺后，便深深迷
上了这门艺术，成为了重度陶艺爱
好者。大学毕业后，她决定将自己
的爱好变为自己的事业——开了
一家陶艺体验馆。
口述整理：咸宁日报全媒体记
者 朱亚平

陶艺是中国传统古老文化与现代
艺术结合的艺术形式。它与绘画、雕
塑、设计以及其他工艺美术等有着无法

割舍的传承关系，是陶冶性情、值得钟
爱一生的艺术。
5 年前，我开始跟随一位景德镇陶
瓷大学雕塑专业毕业的学生学习陶艺，
自此爱陶、铸陶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学习陶艺时，我了解到，传统制瓷
72 道工序，而师傅们往往都做不到每
一道都会，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将其中某
一道工序做到极致。我跟着师傅从最
基础的拉坯、修坯、画青花、粉彩开始学
起，通常一揉就得一两吨泥坯，一做就
是两三个小时。
学陶艺很苦，初学者很难掌握好手
的力度，对韧性也要求极高。不骄不
躁，坐着拉坯几小时后，再捏制、晾干、

后期上色、烘烤、才能制出成品。1 年
多时间，我在老师的指导下，慢慢可以
独立做一些陶土磁盘、摆件等。
通过学习的深入，我慢慢改变了玩
陶艺的心态。后来，每次玩时我也并不
在乎是否最后能有成品，有时候花了几
个小时，最终还是一堆泥巴摊在那，但
我很享受手指间的快感及制陶过程中
的那种默契感。
玩陶艺，其实玩的就是心情。自己
动手制作陶艺会从心底有满足感，乐趣
十分的多。学习陶艺制作能让我切身
感受到艺术的魅力，真正的让自己静下
来去专心做一件事。
我和很多陶艺手工爱好者一样，每
天都会聚焦在陶艺吧里。我很享受每

一次将喜欢的陶艺手工制作过程、陶艺
作品和陶艺图片分享给朋友们时，创意
实现、创意表达的那种快乐。
去年底，我在咸宁城区跟老师一起
开了一家陶艺馆，我具体负责打理馆内
事务。现在人们工作、生活压力很大，
无处释放，陶艺馆成了可以任其随意创
作，释放压力，修身养性的好去处。我
希望自己的爱好能够借助陶艺体验馆
这个平台走得更远，也希望更多市民能
够了解陶艺，领略到陶艺的美。

其
乐在 中

微笑中，解读沿路美景
里面的打底衫基本已经湿透了。”束珺
馨说。
一圈游览结束，已经过去了一上
午。记者又热又渴，看看束珺馨，还是
保持着专业的微笑，只是嗓音听上去有
些沙哑。每天白天基本没有休息时间，
这就是束珺馨的日常工作。
“虽然有时也会觉得累，有时嗓子
会哑掉，有时难免受点委屈，但每次听
到游客的一句
‘谢谢’，看到游客一个肯
定的小动作，就会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束珺馨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与你同行

通讯员

宋志强

春夏是植物生长旺盛期，这
可忙坏了公园里的绿化工人
们。56 岁的曾凡波是十六潭公
园绿植栽种工作人员之一。
10 日一大早，十六潭公园
内，曾凡波正帮一名同事修剪绿
植，随着机器的阵阵轰鸣声，一
股浓浓的青草味伴着机器的轰
鸣声扑面而来。记者看到，公园
着修剪下，一个是为了好看，另
一侧的绿植带内，曾凡波和一群
外一个就是提高成活率。枝子
身穿工作服的栽种工人，有的蹲
树叶太多了吸收水分，影响树木
在地上用手分拣花草，有的弯着
的成活。”曾凡波说。
腰挖坑、栽种绿植。虽然每个人
栽种工人辛辛苦苦地把绿
身上都湿漉漉的，手套全是泥
化带补植上了，但有些绿植过一
巴，但依然干得十分起劲儿。
段时间就会因为少数市民践踏
为了保证绿植的栽种效果，
而遭破坏。为此，曾凡波和同事
需要专门的锄头、铲子等工具，
们都很头疼，
“想呼吁广大市民，
曾凡波手中的铲子差不多七八
要爱绿护绿。
”
斤重，一干就是几个小时，有时
公园里随处可见都是绿树，
连喝口水都顾不上。
曾凡波和同事们的工作量可想而
春天是曾凡波和同事们最
知。
“ 还是蛮辛苦的。”曾凡波表
忙的时候，他们忙着公园内的树
示，栽种工人们每年累计都要栽
苗补栽。
“ 拉回来的花草不能长
种修剪树木千余平方米，还包括
时间堆放，有的根已经干枯了，
打药治虫、修剪等其他工作。他
需及时栽种。所以，我们只好冒
虽然很辛苦，
但也很乐观，
觉得在
雨栽种。”曾凡波说。
里工作是一种享受。
“苗木栽种后我们也会顺带 “绿色氧吧”

园林修剪工人章正洪：

修剪绿色生活
咸宁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10 日，十六潭公园花木繁
盛、迎风招展。在一小池塘边一
米宽的地方，章正洪和同事正在
为树木定型修剪。
今年 59 岁的章正洪是十六
潭公园的一名修剪工人。工作
三年时间里，他走遍了公园每一
处，熟悉公园里每一株植物。
为错开游客游玩高峰期，章
正洪每天 7 点之前开始工作。
他深知，花木枝叶过多，会影响
美观，
还会抢夺养分，
如果掉落还
有可能砸伤游客，因此要及时的
修剪。公园花卉苗木有几十种品
种，
不同品种修剪方法也不同。
修剪不分大小，遇到高大树
木，还要爬树，章正洪最高爬过
5 米的树，爬一棵 5 米的树需要
五分钟。
“自从在这工作后，爬树
技能明显见长。”
一年四季章正洪都不停
歇 。 春 天 ，万 物 复 苏 ，植 物 疯
长。这时候，每到一处工作，章
正洪会仔细观察树木情况，遇到
叶子多，树枝横生，就会格外留
心，计划进行修剪的情况工作。
章正洪会通过不同的修剪
方法，促使达到树木花草的枝
条生长、压缩成短枝、多着花等

刘念

通讯员

宋志强

不同目的，使得树木生长良好，
从而构成公园有特色的园林景
观。
“ 园 林 工 艺 七 分 栽 ，三 分
管，不容忽视，而修剪整形技术
就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管理养护
措施。
“章正洪说。
无论是灌木丛还是丛林深
处，为了修剪植物，章正洪都去
过，经常遇到蜈蚣，有时还会遇
到蛇。
“被蜈蚣咬了，就涂点风油
精。被咬的次数多了，抵抗力都
变强了。”
去年，章正洪一次工作时，
不小心把脚扭了，疼了一个多
月。
“工作时很专注，怎么干活方
便怎么行动，行动速度又快，没
有注意脚下的乱树枝、小石子，
就扭了脚。”

园林管护工人李胜才：

管护绿色城市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导游束珺馨：

“今天比较热，我尽量带着大家慢慢走，
工，年龄多在五六十岁，有的走路比较
体验时间：4 月 6 日
如果感到身体不适的话随时可以跟我
迟缓，还有游客一心游玩观景，时不时
体验地点：城区十六潭公园
说。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出发了。”
落在后面。但束珺馨却都能照顾得面
体验职业：导游
叮嘱完游客，束珺馨带领大家向公园走
面俱到。为了保证旅游顺利，不出现意
去。
外情况。束珺馨在队伍前面做向导，记
途中游客们时走时停，观赏公园景
者就在队伍后面跟着，防止出现游客掉
6 日，正值周末，十六潭公园一片
色。束珺馨却不能闲着，要时刻为大家
队的情况，并时时提醒他们观景同时注
风和日丽。一大早，记者从家出发，来
介绍公园概况，提醒大家一些注意事项
意脚下安全。
到公园体验导游职业。某旅行社负责
等。
“民间流传，十六潭公园因附近有十
记者看到，每到一个景点，束珺馨
人、34 岁的束珺馨正在照名单查对游
六个水潭而得名，
这里依山傍水，
风景秀
尽量选择阴凉处给游客讲解，尽管天气
客。确定游客到齐后，整时集合出游。
丽。
”
束珺馨笑着为大家介绍景区景点和
炎热，她始终保持游客能听清的音量，
“各位游客你们好，我姓束，一束花
传说故事，让游客们旅程中保持心情愉
脸上也一直带着微笑。走了半小时后，
的束，大家也可以叫我小珺。今天我们
快。到了收费游玩的游船项目，束珺馨
记者的衣服早已汗湿，看看包得“严严
游览的十六潭公园由很多分散的景点，
细心地为游客们购好票，
组织游客登船，
实实”的束珺馨，却似乎没出什么汗。
包括咸宁市美术馆等……”束珺馨带领
并叮嘱大家注意安全，
不要擅自离队。
“你倒是挺耐热的。”听到记者这么说，
游客们在公园入口处停下，指着导览图
和其他的旅游团不同，记者注意
束珺馨无奈地笑笑。
“ 我每天都带着衣
对当天的行程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到，此次参加活动的大多数是退休职
服备用，上午下午各换一件，每次换时，

陈希子

10 日 7 时，十六潭公园内，
园林管护工人李胜才花了 1 个
多小时巡视公园，他发现有些植
物需要施肥。
“去年下半年补栽的绿植需
要追肥，今春栽的月季、竹子、红
衣紫南都需要修剪，再追点肥，
这样植物才能长得更好。”李胜
才介绍，他的工作重点，按照季
节不同而不同，春天以补栽、施
肥为主，夏天以浇水、防虫为主，
秋冬以绿植防虫、保暖为主。
今年 65 岁的李胜才，5 年前
来到十六潭公园负责公园内绿
植的管护工作。
什么时间施什么肥，什么绿
植施多少肥，李胜才心里一清二
楚。综合来说，树应该以氮肥为
主，磷钾肥为辅。有机肥料可供
应植物生长所需的大量元素、多
种微量元素，增加有机质的含
量，能提高土壤的保肥蓄水能
力。追肥时，深度应至少在 5 厘
米以上，施肥时要在根部四周，
不能靠近树干。
李胜才对公园里的每种植
物都了如指掌。有一次李胜才
巡查时发现，公园里一颗新移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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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古树，叶子有些不对劲。走
近后，他发现，树干、树枝上爬了
一些虫子，周边的植物也跟着受
到了影响。按理说，季节性病虫
害时间还没到，李胜才分析，这
棵树可能移栽前就遭了虫灾。
李胜才迅速上报后，依照经验开
始给这棵树做治疗。刚刚移栽
的古树生命力弱，李胜才最开始
不敢用很重的药，便采取边治边
观察的方法，逐步调整用药量。
每天，李胜才都会来到古树旁边
观察。两个多星期后，在李胜才
的细心呵护下，
古树终于痊愈。
公园里的绿植长势好坏，
时刻牵绊着李胜才的心。
“ 它们
就像我的孩子一样，希望它们
能越长越好。”李胜才笑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