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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雨后清晨，鸡鸣声应和着阿蓬
江的流水声响彻山谷。

眼前，一座吊桥悬挂江面，看上去有些岁
月了——一块块手掌宽木板拼接成的桥面，附
生着少许青苔，透过木板间的空隙向下看，翻
滚的江水从脚下奔流而过，连续几天的雨水，
让江水越发湍急。

两位背着背篓的男人，一前一后走上吊
桥，桥面摇晃，“吱嘎吱嘎”作响。

走近了，两人一身西装领带，肩上背着竹
编背篓，这“混搭”模样不免让人觉得好笑。可
当地村民看到他们，就像见了亲人一样，称他
们为“背篓检察官”。

背篓里的笔记本

李福生住在黔江东面的濯水镇，老白住在
西面的大山里。他们虽从未打过照面，互不相
识，但他们都认识一群“背篓检察官”。他们的

“烦心事”也都记录在黔江区检察院派驻检察
室主任潘珂的笔记本里。

潘珂，37岁。他的一项工作就是轮番带着
检察室里6位90后检察干警走乡串户。这不，
他又带着检察干警郑宜龙到李福生家中回访。

见到潘珂两人，李福生赶紧搬出两个木
凳，用袖子在板凳上连擦了好几遍。

“老辈子，您先坐，给我们说说您案子的还
款情况！”遇到村里年纪大的人，潘珂总习惯称
他们为“老辈子”，他说，这样老百姓才不觉得

“见外”。
潘珂让李福生先坐下，自己则坐在楼梯台

阶上，从背篓里拿出笔记本，边听边记。
“上个月还了我15万啦！”李福生双手抱

拳，感激地说。

原来，6年前李福生把全部积蓄45万元借
给了同村村民陈某普做工程，但陈某普拿到钱
后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去年，李福生赶集时遇到正在集市“摆
摊”——开展“莎姐”大普法活动的潘珂。了解
情况后，潘珂和检察室的干警们及时为李福生
提供了法律服务。

“老辈子，第二笔执行款有没有说么子时
候还您？”潘珂是吉林人，此时他突然把普通话
换成了黔江方言问道。

李福生笑了，“7月份就还我20万，年底之
前把剩下的还完。”

“过段时间我们再来，有么子问题您随时
给我打电话。”潘珂做完记录，关上笔记本说。

背篓里的贵重豆腐乳

50出头的老白和李福生一样，也是在集市
上认识的潘珂。

去年底，老白娶了个外地媳妇，却在迁户
口时遇到了困难。

老白下山赶集，看见潘珂的“摊位”前围着
不少人，便凑了上去。

“化解矛盾，服务民生，法律监督的大事、
小事，我们流动检察室都可以管。”犯愁了好几
个月的老白听到这话，一下子动了心思说：“我
媳妇迁不了户口，你们管不管？”

“管！”潘珂在笔记本里记下了老白的“烦
心事”，启动检察室多方联动化解矛盾机制。
这事儿三天后顺利解决。

今年春节刚过，老白提着两块用树叶包裹
的豆腐乳来到检察室。面对这个“谢礼”，潘珂
婉言谢绝。

老白急了，把豆腐乳往桌上一放，说：“豆
腐乳是我自己做的，吃了不会拉肚子，你们不
收，就是嫌弃我的豆腐乳脏！”

“老辈子，不激动，我们收！”潘珂赶忙安慰说。
“这两块豆腐乳是我们收过的唯一礼物，

也是最贵重的礼物。”潘珂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老白的豆腐乳，代表了老百姓对检察室工作的
认可和信任，太珍贵了。他们能够做的就是更

好地为老百姓服务，切实为他们解决问题。

背篓里的“高科技”

去年12月，潘珂组织检察室开始着手开
展环境公益诉讼线索摸排工作。今年4月初，
他们从村民口中得知，某饮用水源的上游河道
出现水体发黄、发臭的情况。

嗅着臭味沿河而上，潘珂一行找到了“污
染源”——河道上游一处排污管堵塞，造成生
活污水直接流入河中。

“从现场水质情况可以判断，污染源已存
在有些时日了。”潘珂很着急，马上找到当地的
村干部了解情况。

村干部跟着潘珂查看现场水体情况后，抓
了抓头说：“额……这水应该是达标的吧？”

潘珂没接话，只是从背篓里拿出一个杯
子，弯腰从河道里舀起一杯水，递到村干部面
前问：“那你敢不敢喝一口？”

“这个水啷个敢喝嘛！”村干部看了一眼杯
中发黄的水，连连摆手。

“这是饮用水源，你都不敢喝，还敢说达
标？”潘珂这一问，村干部不开腔了。

见村干部承认水质有问题，潘珂抓紧时间
进行现场取证，作了现场笔录，并当场发出了
环境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当地政府部
门在2个月内整改达标。

一个月过去后，潘珂再次来到现场。他从
背篓里拿出一个精致的银色箱子，打开一看，
竟是一架无人机！

“呼呼呼呼……”在潘珂的操作下，飞机的
螺旋桨开始转动，机体离开地面朝着河道中间
飞去。

“你们检察官也玩遥控飞机？”一旁看热闹
的村民问。

“我们利用无人机拍照取证，能更清晰查
看水体是否还存在污染情况。”潘珂解释说。

“唷，检察官的背篓里居然装着高科技！”
村民惊叹说。

无人机飞回后，潘珂告诉重庆日报记者，
一个月前，河道上还有柴油船漏油的情况。现

在船被封停，全部改装成了电动马达，已见不
到水面油污了。

随后，潘珂又来到堵塞的排污管附近。“从
肉眼判断，整改效果不错，管道已经疏通，附近
的水体也已恢复正常。”潘珂说，2个月整改期
满后，将会同环保部门再进行专业检测，确保
整改达标。

背篓里的“陆毅同款”

“你们的背篓里还有什么‘高科技’呀？”重
庆日报记者问。

“我们还有‘陆毅同款’的执法记录仪！”潘
珂说，这个记录仪，承载着郑宜龙的梦想。

1992年出生的郑宜龙原本在广州从事互
联网工作，未曾想到，一部《人民的名义》，改变
了他的人生规划。

“陆毅扮演的检察官侯亮平办大案，太威
风了！”郑宜龙萌生了“要当侯亮平那样的检察
官”的念头。

去年8月，郑宜龙梦想成真。穿上检察制
服那天，郑宜龙对着镜子，拿着陆毅的剧照反
复对比，“嗯，挺帅的！”他满意地笑了。

不过，郑宜龙上班第一天，就彻底“懵”
了！“我满腔热血，想象中我会像侯亮平那样风
风火火，做大事办大案。没想到来检察室找我
解决问题的都是当地村民，为的只是吵架、邻
里不和等鸡毛蒜皮的小事。”郑宜龙说。

接下来的几个月，郑宜龙很郁闷——不爱
与大家说话，常常呆坐一旁。

潘珂注意到郑宜龙“不对劲”，多次找他谈
话。可郑宜龙总说：“没得啥子。”

直到今年1月，一位80多岁的老人来检察
室求助，接待人正是郑宜龙。老人名叫侯绍
清，无儿无女，生活困难，而一对不讲诚信的夫
妻却迟迟不还老人2000元欠款。

郑宜龙将此事向潘珂汇报后，两人背着背
篓走进山村，从一个个细小的线索中找到了欠
老人钱的两口子——黄某夫妻。

10天后，黄某来到检察室，接受了批评教
育，并将2100元钱交到了侯绍清老人手中。

“这多的100元是向您表达我们的歉意，
实在对不起！”黄某夫妻道歉后离开。

“年轻人，谢谢你们……”侯绍清握着郑宜
龙的手，声音哽咽起来。

送侯绍清回家的返程途中，郑宜龙问：“潘
哥，2000块并不多，老人家却这样感激我们。
我突然觉得，我以前认为的‘鸡毛蒜皮’事，对
老百姓来说都是大事呀。”

“小郑，老百姓的事没有小事。为他们办
事，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潘珂鼓励郑宜龙。

此后，郑宜龙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工作积
极认真。一天，他拿着《人民的名义》中陆毅的
剧照，指着陆毅胸前的执法记录仪对潘珂说：

“你看，好帅哦，我们检察室也能申请一个吗？”
没多久，潘珂向院里申请到了“陆毅同款”

执法记录仪。“小郑带上后，特别精神，走路时
背挺得特直！”潘珂笑着说。

“侯亮平办的是大案，我办的是大事。”郑
宜龙告诉重庆日报记者，现在的他，又燃起了
当初报考检察系统时的那股热血。

今年上半年，佩戴着执法记录仪，背上背
篓，几位年轻检察干警跟着潘珂进村到户54
次，受理信访接待22件，化解乡村邻里矛盾纠
纷17起，收集各类线索40余条。

背篓里的代代传承

1994年出生的谭森明，是检察室里年龄
最小，也最“讲究”的人。

“背背篓？这太土了吧？”所以，背背篓出
门这件事，谭森明一开始是拒绝的。

“小谭，以后你跟我出去，就背你自己的包
吧。”潘珂的话，让谭森明松了一口气 。

一次在走访中，谭森明独自向村民了解情
况。没想到，一开口就被当成“骗子”。

“没关系，被拒绝很正常，你留在这里，我
去试试。”让谭森明惊讶的是，没过多久潘珂便
向他招手，还带他进了村民的院坝。

看着潘珂从背篓里取出检徽，挂在窗户梁
上，又与几位村民围坐在一起，开起了院坝会，
谭森明崇拜之情油然而生。

谁家占用基础农田，谁家常年不和，谁家
有留守老人小孩……这些信息和问题都记在
了潘珂的笔记本里。

离开时，潘珂从背篓里又拿出自制的检民
联系卡，发给每一位村民。“这上面有我的电
话，有什么事随时打给我。二维码可以让您家
在外打工的小孩扫一下，如果出什么事，我可
以提供免费法律服务。”

“潘哥，您太厉害了！”谭森明发自内心地
佩服。

“小谭，老百姓不拒绝我，这背上的背篓可
起了大作用啊！”潘珂向一头雾水的谭森明讲
起了背篓的故事。

2015年，由于工作调动，潘珂被调到检察室
当主任。讲着一口地道东北话，身穿检察制服的
他，背着背包下乡，处处被当成骗子“驱逐”。

当时，检察室有位叫徐维新的老同志，总
背着背篓走乡入户，和村民打成一片。

“徐老，您的秘诀是什么？”
“把你的背包换成背篓试试！”
徐维新告诉潘珂，黔江是土家族聚居地，

背背篓出行是当地人的习惯。要做好检察工
作，首先要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融入当地老
百姓。

潘珂开始跟着徐维新走访村民，慢慢也总
结出许多的“秘诀”：

——和村民打交道要说当地方言；
——喊年纪大的老人为老辈子；
——村民一般一天两顿饭，早饭9点，晚

饭4点，走访要掌握时间，防止农忙、吃饭时间
打扰村民……

几个月后，徐维新退休了，他的背篓如今
背在了潘珂的肩上。听完背篓的故事，谭森明
若有所思……自此以后，江上吊桥、山间石阶、
田坎小道上，都可以看见谭森明跟着潘珂背着
背篓的身影。

“背篓检察官来了！”背篓里的检徽和“流
动检察室”的牌子，村民们老远就看得见……

据了解，去年，该检察室进村到户72次，
受理信访接待54件，化解乡村邻里矛盾纠纷
38起，召开院坝会77次，收集各类线索50余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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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深入开展安全生产
““大排查大排查、、大整治大整治、、大执法大执法””行动行动

巴南：多措并举推进高温汛期安全生产

巴南区三举措部署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工作。一是
强化培训升素质。区安委会组织全区各镇街（园区）、
区级行业主管部门分管负责人和安监办主任开展
2018年全区安监干部培训，对100余名安监干部进行
培训，提出了高温汛期安全防范措施，提升了全区安监
干部应对高温汛期安全生产的业务能力和监管水平。
二是提前研判严管控。区安委办4月中旬发出安全生
产风险研判预通知，要求区级各部门于5月上旬对本
行业、本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研判，确定风险等级
和管控措施。区政府将于5月中旬开展区级风险研
判，确定出2018年高温汛期风险清单和责任单位。三
是全面排查除隐患。规范制定并严格落实年度监督检
查计划，按照“检查诊断、行政处罚、整改复查”闭环执
法要求，截至目前，共检查生产经营单位11533家次，
出动24352人次，查出隐患18530处，下达整改指令
6053份，整改17140处，整改率92.5%，责令停产停业
39家，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92个，关闭5家，行政拘留
3人，移交司法机关5人。

永川：成立200个值班组保汛期安全

汛期来临，永川区高度重视，突出四项措施，切实

抓好汛期安全防范工作。层层履行“属地管理”、“一
岗双责”责任，组织120个检查组，实行日排查、周研
判，全面掌握安全风险。突出交通运输、建设施工、煤
矿及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采取明查暗
访、随机抽查等方式，逐个排查了650个重点企业、场
所，并针对性制定防范山洪、泥石流、城市内涝、地质
灾害等应急预案。

加强值班值守，严格执行镇街、部门、企业领导干部
到岗带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镇街、部门成
立值班组200个，参与值班人员1000多人，企业值班
8000多人，对重点场所严防死守。各个部门加强了信
息共享和应急联动，加强了灾害性天气、地质灾害预测
预报，及时发布暴雨、雷电、大风等预警预报信息50条。

加强安全宣传，全区上下迅速传达、深入学习领会中
央及地方近期重要批示精神，统一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安排，防控
较大以上安全事故发生。同时开展进企业、进学校、进社
区、进单位、进农村“五进”宣传活动，充分运用永川网、“微
发布”等传播平台，及时做好交通安全、森林防火、灾害防
范等知识技能的宣传，共发布安全知识2300条。

秀山：发现整改安全生产隐患1200多个

秀山县“五个强化”抓实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工

作。强化组织领导。全面分析和评估本地区、本行业
领域安全生产工作特点以及自然灾害引发生产安全
事故的风险，制定工作方案，细化保障措施。

强化风险研判。乡镇（街道）认真查找辖区安全
风险，落实管控措施，部门查找当前突出问题，研讨解
决办法，企业分析内部危险源，制定防范措施。

强化预警机制。县安委办组织安监、气象、国土、
水利等部门召开协调会，按照部门职责做好水情及恶
劣天气预测预报，建立高危企业气象预警平台，及时
发布防汛预警信息。

强化管控措施。突出重点区域和领域、重点单
位、重点环节全面开展汛期安全检查，督促企业制定
有效防范措施，全面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强化应急值守。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并加强演
练，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应急准备，严格落实领导干部
到岗带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高温汛期安
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工作开展以来，全县累计
出动人员350余人次，出动车辆120余台次，累计检
查企业886家次，发现隐患1250个，已整改1212个，
整改率达97.0%。

巫山：启动“降事故、保平安”专项行动

巫山县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多措并举确

保汛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坚持早部署、早安排。召开全县安全生产大会，

印发《关于加强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安排
部署高温汛期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县政府常务会每
月听取工作汇报，分析研判汛期安全生产风险，对重
大隐患挂牌督办。

强化风险防控。认真贯彻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
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县委书记、县长带头对地灾
防治、矿山、交通运输、电力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汛期
安全生产检查督查。巫山县从4月开始启动“降事
故、保平安”专项行动，全面加强隐患排查和风险管
控，每月要求通报1次相关单位检查执法情况，确保
防洪、防雷、防大风、防触电、防坍塌等工作措施到位。

健全监测预警机制。准确掌握水情及恶劣天气
情况，建立气象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乡镇及有关单
位的协调联动机制，通过短信等方式及时发布重要气
象信息，解决安全提示“到镇进村最后一公里”问题，
确保调度指令畅通。

严格落实汛期应急值守和应急处置工作。实行
各级主要负责人带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发现重
大险情及时报告、处置。要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
根据实际，加强培训和应急演练，做好应急物资和装
备储备等各项准备工作，保证一旦发生事故，能够迅
速有效投入抢险救援工作。

苏崇生 朱彦 康中明 伍林 陈守富

我市深入开展高温汛期安全生产排查治理工作
高温汛期已经来临，连日来，各区、县各有关部门结合工作实际，及时研究部署，狠抓安全风险防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全力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我市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