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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好第一步 见到新气象

24小时在岗 感受大地
“脉搏”
◇晨报融媒记者 石少楠

2月 2
0日 ，正 月 初
九，在锡林郭勒盟太仆
寺旗宝昌镇西北角的宝
昌地震台，贾昕晔和同
事们冒着严寒，仍在监
测区巡检设备，及时分
析监测数据。
一年 3
6
5天，地震台
每天都要有值班人员 2
4
小时在岗，他们时刻记
录着大地的
“脉搏”。

◆地震台工作人员在寒冬里工作。

“不适合女人做？我不这样认为”
“我 19岁参加工作，算是继承父业
吧。有些人说这里工作环境很艰苦，不
适合女人做，可我不这样认为，我喜欢
这份工作，甚至是热爱。”贾昕晔是宝昌
地震台台长，她告诉晨报融媒记者，对
于不了解地震工作的人来说，以为地震
监测工作是轻松容易的，实际上，在地
震监测过程中，不仅环境恶劣，监测过
程也非常辛苦，需要全年每天 24小时
轮流值守。记录数据要一丝不苟，不能
有一丝懈怠。
“值班时基本不能睡觉。24小时
轮班，尤其在下雨打雷的天气，是绝对

不能休息的，就算平时天气好时，每隔
一小时也需要观察数据。
”贾昕晔说。
有时即使在家休息，如果电视上或
者谁的手机上出现类似的警报声，贾昕
晔就会立刻
“弹”
起来。
“每一名值班人员不仅需要监测数
据，还要时刻关注并且记录，如果有地
震发生，我们需要得到第一时间的数
据，稍有懈怠，就可能有非常严重的后
果。”
贾昕晔说。

练成能上能下的“孙猴子”
每 一 次 台 站 巡 检 ，驾 车 要 超 过
1500公里，一走就是七八天。

◆地震台工作人员正在工作。
记者采访得知，赤峰中心地震台负
责运维赤峰市和通辽市两个盟市境内
21个监测站点 112台（套）地震监测仪
器，
运维面积接近 15万平方公里。
为了减少干扰，有很多地震台站的
观测站点位于人烟稀少的山顶或是草
原、沙漠深处，因此台站运维时，工作人
员需在车里备好面包和水，一日只有两
餐，
午餐只能在车里或就地解决。
“记得有一位同事的媳妇要生孩子
了，当时正是他在值班，他连忙找同事
过来交接班。因为单位在山脚下，去医
院的路程很长，他还要做工作交接。当
同事赶到医院时，孩子已经出生了。”赤

峰市中心地震台工程师刘继伟告诉记
者，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他们许多时候
无法照顾家人，无法兼顾家庭，但欣慰
的是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工作的动力
更足了。
登高山，钻地洞，刘继伟和同事练
就了一身能上能下的本领，同事之间还
互相戏称是“孙猴子”。寒来暑往，他们
每个人的身上都留下了一些疾病。
刘继伟告诉记者，因为不规律饮
食，再加上常年接触潮气，他们台站职
工郭延杰、范东海年纪轻轻就关节疼痛
和肿胀，但每完成一次运维，大家都会
轻松地说一句：
“终于放心了！”

内蒙古公开征集
医疗保障基金
社会义务监督员

◆简讯

交警快速反应
20分钟送产妇就医

昆区交管大队
进快递公司宣传交通安全

涉恶执行显成效
执行案款速到账

◇晨报融媒记者

2月 17日 21时 15分，包头交管
支队高新大队第三警务区接指挥室警
情指令，称有一名即将临产的孕妇急
需 前 往 医 院 就 医 ，由 于 就 医 地 点 较
远需要帮助。值班民警刘东杰、赵斌
迅速反应，通过电话联系当事人确认
位置后前往求助地点。两名民警驾驶
警车经万水泉大街、稀土大街、黄河大
街、友谊大街、林荫路护送当事人到医
院，原本需要 40多分钟的车程，在民
警的帮助下仅用了 20分钟就到达医
院。
刘勇

近日，包头交管支队昆区大队第三
警务区民警走进辖区快递公司开展宣
传活动，以案为例，教育引导快递骑手
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严格做到不超
速、不闯红灯、不违法停车，驾驶摩托
车、电动车要佩戴安全头盔，做到文明
骑行礼让斑马线。民警要求公司负责
人定期做好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升快
递、外卖从业人员的交通安全防范意
识，杜绝在人行便道上分拣快递，规范
门前快递车辆停车秩序。
苌城

近日，科左后旗人民法院执结
两起秦某坚、秦某萌、郭某云涉恶财
产案件，共执行案款 150000.
00元。
2007年至 2019年间，秦某坚等
三人承包通辽市科尔沁区至科左后
旗某村客运路线期间，伙同他人多
次以暴力、胁迫手段，在班车线路途
经村屯拦截村民驾驶的车辆，其行
为扰乱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
劣的社会影响，经法院审判，构成寻
衅滋事和敲诈勒索罪。判决后，多
名被害人向科左后旗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要求秦某坚、秦某萌、郭
某云退赔违法所得 30000.
00元，罚
金 120000.
00元。执行立案后，执
行法官立即向三名被执行人送达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经网络查
控、冻结被执行人银行账户后，被执
行人家属主动缴纳全部执行款，申
请人来签字确认收到案款，仅用不
到一个月，该系列案执结完毕。
科左后旗人民法院加大对涉黑
涉恶案件的执行力度，切实提高涉
恶财产案件执行的及时性和实效
性，为涉恶案件的执行工作提供有
力司法服务和保障。
包之宣

本报讯 2月 22日，晨报融媒记者从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为充分发挥社会
监督作用，切实维护医疗保障基金安全，自
治区医疗保障局按照决定面向全区公开征
集医疗保障基金社会义务监督员。
据了解，各盟市分别征集医疗保障基
金社会义务监督员 15名。其中：临床医学
人员 5名、法律专业人员 1名、财务专业人
员 2名、信息技术人员 2名、其他人员 5名。
医疗保障基金社会义务监督员的主要职责
是宣传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政策、
医疗保障知识；监督定点医药机构、经办机
构、参保人员等骗取医疗保障基金的行为；
收集和反馈社会各界对医疗保障基金监管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参与医疗保障部门组
织的医疗保障领域监督检查活动。
征集条件包括：年龄不超过 65周岁的
中国公民；
具有临床医学、法律、财务、信息
技术等专业背景及相关工作经验者（原实
名举报人员）优先考虑。报名者可登录自
治区医疗保障局官网，下载并填写《医疗保
障基金社会义务监督员报名表》
《内蒙古自
治区医疗保障基金社会义务监督员报名人员
诚 信 声 明》后 报 送 邮 箱 nmgyl
bzj
@163.
com，
征集时间截至3月21日。自治区医疗
保障局征集的社会义务监督员聘期为两
年。聘期满后，根据工作实际、个人意愿等
情况，
另行组织续聘工作。

固阳交管大队
强化客运车辆检查
2月 19日，包头交管支队固阳大
队重拳整治春运期间客运车辆超员载
客 交 通 违 法 行 为 ，保 障 道 路 安 全 畅
通。在专项整治中，大队组织民警以
定点检查和路面巡逻相结合的形式，
严查客运车辆、农村面包车超员、超
速、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坚决做
到发现一起严处一起，在辖区内形成
严管严查的高压态势，切实消除交通
安全隐患。
邢鹏飞

九原交管大队
开展危化品企业安全大检查
2月 20日，包头交管支队九原大队
深入辖区危化品车辆运输企业开展安
全专项大检查工作。活动中，民警与企
业主要负责人进行交流，检查车辆灭火
器是否配备有效、警示牌是否张贴悬
挂、车辆制动性能是否完好，车辆 GPS
系统是否正常运行等情况，同时要求企
业负责人要严格落实责任制度，按规定
对车辆进行检验、保养和张贴警示标
志，对驾驶员开展常态化交通安全宣传
教育，及时发现和制止车辆的各类交通
违法行为。
邬斌

温晔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