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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 有破 获过 惊 天 动 地 的
大案，也不是大事件中涌现出来
的英雄，从警 15年来，她一直在
前方警察的背后，为他们的前行
铺好每一块“砖”，让他们无后
顾之忧。
她就 是厦 门市 公 安 局 杏 林
派出所综合科民警——
—沈晓萍，
一名坚守在幕后的 “内勤功
臣”。她的工作没有惊心动魄的
追捕现场、没有斗智斗勇的侦查
情节，有的只是联系上下、协调
左右、
服务各方。无论大小事，
同
事们都爱找这位业精于勤的“后
勤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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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在
一场“战役”中，后勤保障做得
好不好，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前方

战况。2004年，沈晓萍来到杏林
派出所，
成了一名后勤保障民警，
保障 “前方民警” 的各方 “粮
草”。
“桌子和以前一样款式，沙
发放在对角处……”记者刚见到
沈晓萍时，
她正在接听电话。一个
电话刚挂，还没来得及与记者打
招呼，
她的电话再次响起。5分钟
内，
沈晓萍连续接了 5个电话。原
来，
她在为 3名民警布置宿舍。
内勤工作不同于办案民警，
他们的工作很“琐碎”，
甚至涵盖
到“吃穿住行”方方面面。他们不
仅要当好“秘书”，
上传下达学习
材料、财务报销等，还要做好“保
姆”，
安排好民警的日常所需。
从警 15年来，沈晓萍先后 5
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获得 6次
个人嘉奖、
5次爱岗敬业先进个
人等，
她用耐心贴心的服务，
保障
全所警务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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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营文化形象展示墙、宽敞
明亮的健身 区 …… 走进 杏 林派
出所，
就像回到了家里，
让人倍感

亲切。去年，在全市基层派出所
文化环境建设评比中，杏林派出
所荣获 2018年度金奖。这份荣
耀，
离不开沈晓萍的用心。
“在外，民警是披荆斩棘的
英雄，回到所里要让他们如归家
一般，
有归属感和荣耀感。”在杏
林派出所，沈晓萍与团队精心设
计，
在展示墙、
咖啡厅、
电梯出口等
场所，悬挂所里民警各类风采照
片，
展示了民警守护一方的雄风。
除此之外，沈晓萍每个月都
会做蛋糕，
为同事过生日。今年 4
月份，
一位老民警过生日，
沈晓萍
想邀请他及家人到所里，让同事
们一起为其庆生，
不料遭到拒绝。
原来这位老民警从小到大，从没
过过生日。“你们就当家人之间
聚会，
释放一下压力。”沈晓萍偷
偷与老民警家属多次沟通，终于
得到了老民警的答应。
生日会结束后，老民警私下
给沈晓萍发信息，
感谢她的用心，
还说 “我平时很少跟家人合照，
这次拍了好多照片，
太感谢了”。
除了生日会，
三八妇女节、
六
一儿童节等，沈晓萍都会策划活
动，
邀请民警家属进行沙龙活动，

把暖警爱警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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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 走进 企 业 宣 讲 防 诈 骗
知识、
教授防身技能等，
不仅能共
建稳定辖区，还能拉近警民的距
离。在做好警民关系方面，沈晓
萍就是联系上下的纽带，她们经
常不定期走进企业，还邀请企业
员工、
中小学生走进派出所，
体验
警营生活。
“50多人一起体验听讲解、
看演练可能会太乱，分组进行确
保安全。”今年暑假，
杏林派出所
邀请曾营小学 50多名学生，来
参观了解警察工作。为了这次参
观，
沈晓萍反复与校方沟通，
确保
万无一失。
其中有一场特警表演，为了
在不宽阔的空间内，既展示特警
风采，
又保障现场孩子安全，
沈晓
萍与他们沟通演练了 8次，最终
完美地呈现了这场表演。
同时，
沈晓萍还制作点心、
互
动礼品等，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
环境中，更加了解警察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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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这些体积庞大的“大家伙”。谈
起自己管理的这些设备，钟贤琴
如数家珍。每一台设备的品牌功
能、使用年限以及操作特点，他都
“把每一项工作做实做透，再
摸得一清二楚。
平凡的岗位也能创造不平凡的成
作为设备中心空压制冷设备
绩。”工作 24年来，厦门惠尔康
管理员，钟贤琴负责的大型设备
食品有限公司的钟贤琴始终如
一，做好设备机房的“守护者”， 有近 20台，包括 9台制冷机和
10台空压机，这些设备分布在不
保障公司生产线正常运转。
同车间。平日里，
钟贤琴几乎都在
作为公司设备中心的一名设
这些车间穿梭，随时监测设备的
备管理员，钟贤琴负责了近 20台
保障生产车间需求。
大型设备的运作及保障。平日里， 运作状态，
钟贤琴告诉记者，刚开始接
他的手机 24小时保持畅通，无论
触这些设备时，他花了很多时间
是刮风下雨，还是半夜凌晨，只要
去熟悉。每次设备保养期间，
他抓
生产车间有需要，
他都会“有求必
住一切机会拆解零件，对设备构
应，
随叫随到”。
造、组装、性能进行熟悉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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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钟贤琴对这些设备早已得
“这是制冷机，用来冷却产品
心应手。
的，这是空压机，用来压缩气体
“可以说他是全公司最熟悉
的。”在机房里，钟贤琴一边熟练
机房设备的人。”惠尔康总裁办主
地调整参数设备，一边向记者介
任叶杉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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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公司发现，由于新采
购的制冷机参数不符合南方的气
候，设备冷凝器温度冷却不够，大
大影响设备的运行效率，给公司
造成很大的资源浪费。
“重新采购一台设备需要花
二三十万元，
这太不划算了。”凭
借着多年的工作经验及积累的相
关知识，钟贤琴和团队决定，自行

改造升级这台设备。通过反复讨
论研究，向厂家咨询，多次检测温
度数据、设备机械效率及耐用性
后，钟贤琴提出了改造方案：将原
来的木板材质的冷却塔改为 PVC
材质，通过拉长制冷时间，让温度
降低，
达到冷却效果。
“这个改造总共花了不到 5
万元。”钟贤琴告诉记者，这一个
小小的改进，让制冷机能够降压
稳压运行，每年能为公司节省 60

设备中心是生产车间的动力
保障部门，对公司生产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生产车间经常夜里
也不停歇，这也意味着，一旦设备
出现故障，钟贤琴需要奔赴现场，
保障生产。
2011年一天的凌晨两点半，
钟贤琴正在为自学考试做最后的
冲刺复习。突然，手机铃声响起，
电话那头的声音略显着急：
“空压
设备异常，生产车间没法运行，找
了几个师傅都没能排除故障。”
钟贤琴立马放下书本，穿上
工衣，戴上安全帽，前往车间。他
仔细排查设备各部件，耗时 2个
小时，终于找到故障所在并解决，
保障了生产车间的顺利运转。
像这样的情况，钟贤琴遇到
过不止一次。“我的手机 24小时
从不关机，即便半夜来电也一定
会接。”多年来，
钟贤琴任劳任怨，
只要生产车间有需要，他总会第
一时间出现，保障公司生产线的
每一次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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