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事
2021年9月15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 蒋玲玲

FUYANG DAILY

6

那个扣1123分的司机
这次又因为诈骗被抓了

本报讯（记者 何芳芳 通讯员 倪
碧晨）区司法局里有位人人知晓的

“赵大姐”，她便是区法律援助中心主
任——赵杏琴。不论是同事，还是当
事人，大家都喜欢叫她“赵大姐”，她
的爽朗和正直极具亲和力，她的专业
和担当又能给予身边人极大的信任
感。

从2000年至今，她在法律服务工
作岗位上已有21年。前阵子，她被司
法部评为 2020 年度全国“法援惠民
生 扶贫奔小康”品牌活动表现突出个
人，杭州地区仅她一人。在杭州市劳
动模范、浙江省“三八红旗手”等一系
列称号之后，这份荣誉尤为特殊。赵
杏琴说：“法律援助面向弱势群体，是
最需要帮助的底层百姓。我的工作
能得到这么大的肯定，让我充满了前
行的力量。”

坚守初心，用情守护弱
势群体

20多年的法律援助生涯，让赵杏
琴成为法律服务界当之无愧的“老
人”，但她依旧初心不改，每一次的案
件办理都兢兢业业，争取为受援人争
取最大的合法利益。在法援中心工
作的这些年，她每年都会收到不少感
谢信、锦旗，是法援中心的大红人。

今年 4 月初，一名受援人专程为
赵杏琴送来了一面“为百姓讨公理，
为世间持正义”的红色锦旗以表感激
之情。2019年8月，顾明（化名）因工伤
获得保险理赔金 15000元，该笔款项
也及时汇到了单位账户，但单位却以
各种理由拒绝返还这笔保险金。顾明
维权无路，听老乡说他这样的情况可
以申请法律援助，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前来申请。了解事情全部经过后，赵
杏琴依法为他开通“绿色通道”提供
法律援助并亲自承办该案件。其间，

她尽心尽力帮助顾明收集证据材料，
形成完整证据链后积极为其维权。

今年3月16日，法院开庭审判后
顾明如愿拿到了赔偿款。一拿到保险
理赔金，顾明便带着锦旗前来感谢，他
感慨地说道：“多亏了赵大姐，让我的
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真是雪中送
炭，让我感到特别温暖！”

法律援助常见类型就是交通事
故、工伤赔偿、农民工工资拖欠、劳
动争议等，赵杏琴带领团队降低法
律援助门槛，开辟绿色通道，简化
受理程序，积极推动“一窗审批、多
点受理”“容缺受理”“全域通办”等
新模式，让特殊群体、困难群众能切
实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消除他
们“经济困难、维权无门”的思想顾
虑，真正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有
效维护。

坚守匠心，将法律宣传
服务进行到底

除了援助中心的法律服务工作，
赵杏琴还是一名热心的法律宣传大
使，每年她都积极组织律师进乡镇
（街道）下社区（村），进企业跑工地，
进学校、福利院、农贸市场等最贴近
老百姓的地方提供法律咨询。

每次咨询服务，她都会耐心解答
婚姻家庭纠纷、民间借贷纠纷、赡养
纠纷、房屋产权纠纷及邻里纠纷等多
方面的民生热点法律问题，及时提供
企业劳资纠纷、工伤纠纷等相关法律
意见，多形式开展“法援惠民生 助力
农民工”等法律宣传活动，为维护地
方社会稳定和经济的有序发展提供
专业力量的支持。

在宣传法律的同时，她还利用业
余时间讲好法援故事，2020年富阳司
法普法及杭州普法公众号发布她撰
写的经典案例及信息多达40余篇，另

有多篇简讯分别在“浙江新闻”“法制
在线”等不同媒体上登载，使富阳法
律援助的宣传广度和深度得到进一
步提升，让法律援助成为司法领域

“民生工程”的金名片。

发挥党性，全方位体现
党员的模范作用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始以来，赵杏
琴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不仅在
司法局结对小组的如意社区做好执
勤工作，更是在自己居住的社区无缝
衔接执勤，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她总说：“我们虽然年龄
偏大，但是做事比单位里小年轻们有
经验，要积极参与。”

在社区执勤期间，她还发挥所
长，解决了社区、物业和居民之间的
矛盾。如意社区中的华庭云顶是该
社区中最为复杂的小区，人口众多且
人员层次繁杂，业主不信任物业及社
区，几个退休人员便自行组建了一支
志愿队在门口执勤。但对政策不了
解的他们执勤过于严厉，态度也很偏
激，与返乡业主争吵的事件不断增
多。赵杏琴发挥业务特长，当起“和
事佬”，耐心做好归来业主的询问劝
导和安抚工作，及时消除了社区、物
业及住户三方的担心和忧虑，得到了
一众好评。

眨眼间，赵杏琴在法律援助中心
工作了20多年，见证了富阳法律援助
工作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优到
精。她经常说，作为一名党员，应该
哪里有工作就在哪里；哪里有党员，
哪里的工作就应有特色；哪里有党员
哪里就有奉献。作为一名法律援助
律师，为了那些需要帮助的委托人，
她始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义无反顾
地走在法律援助的路上，使法律援助
真正惠泽民生。

20余年坚守法律援助岗位，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

热心“赵大姐”
获得国家表彰

赵杏琴，女，1990年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
杭州市富阳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2000 年开始
从事法律援助工作，曾荣获 2010—2011 年度杭
州市“三八红旗手”、2013年度杭州市“五一巾帼
标兵”、2014 年度浙江省“三八红旗手”、2016 年
度杭州市首届法律援助先进工作者及2016年度
杭州市劳动模范等荣誉。不久前，被司法部评
为 2020 年度全国“法援惠民生 扶贫奔小康”品
牌活动表现突出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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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生态环境富阳分局和区气象局
2021年9月14日16时发布

今日
天气

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

气温：23—28℃
平均相对湿度80%

明天 阵雨转多云
气温：22—29℃

气温：22—29℃

后天 多云
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台风
“灿都”对富阳的影响已经基本结
束，从明天开始，天气逐渐转好，阳
光重新归位，气温也回到上升通
道，等到本周末，最高气温又将回
升至“3字头”。

昨日凌晨，“灿都”由强台风级
减弱为台风级。区气象台于昨日
6 时 51 分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信
号。根据最新预测，“灿都”今天仍
在舟山群岛外海回旋少动，强度变
化不大，明天开始转向东偏北方向
移动，将穿过朝鲜海峡向日本北部
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

为什么近两天“灿都”几乎原
地不动，徘徊在我省外围海域？省
气象台分析，“灿都”北侧有“高压
坝”的阻拦，西侧有大陆高压，东侧
又有副热带高压，由于缺少清晰的
引导气流，它只能在舟山群岛外海
一带迟缓回旋。而从明天起，副热
带高压系统断裂东退，届时“灿都”
就会沿副高边缘，快速东行离去。

受“灿都”外围环流的影响，今
天富阳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部分

山区可能有短时强降雨，西北风
4—5级，仍要注意防范。明天阵雨
转多云，阳光有望重现。9月17日
至20日将以多云为主，其中，17日
和20日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气温方面，明后两天最高气温
升至 29℃左右，18 日开始重回
30℃ 以 上 ，19—20 日 可 达 32—
34℃ ；最 低 气 温 基 本 保 持 22—
24℃，早晚相对凉爽。

区气象台提醒，由于前期降雨
累计雨量较大，山塘水库水位偏
高，山体土壤水分已饱和，未来几
天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同时，针
对可能出现的短时局地极端天气，
要提前做好应急准备。

台风影响基本结束
后半周转晴升温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实习记者 金易
梵 通讯员 张蔡敏）近日，东洲辖区一位种
植葡萄的老农在一天内跑了两趟派出所，
每次都对派出所赞不绝口，这是为什么
呢？

事情要从现在的手机支付说起。如
今大多年轻人出门只带手机和钥匙，买
东西只需扫码支付即可，而上了年纪的
陆大伯，对电子产品接触很少，操作上也
存在困难。最近到了葡萄丰收的季节，
葡萄销售成了他一年收成的主要来源，为
了跟上时代，他也有模有样地学起了扫码
支付。

当天，对扫码转账功能还未熟悉的陆
大伯遇上了个大麻烦。当他把葡萄卖给
一位顾客后，发现钱却迟迟未到账，但顾
客早已驱车离去。心急如焚的陆大伯急
匆匆跑到东洲派出所求助，教导员王坤明
接待了陆大伯。

经过询问调查，了解到是扫码支付出
现了问题，王坤明立即让视频队员开展监
控倒查。一番努力过后，视频队员成功为
其查找到了买主，并为陆大伯重新完成了
交易。王坤明看着陆大伯站在接警大厅
若有所思的样子，便上前拿起手机为其详
细讲解交易的具体操作流程。听完讲解

后，陆大伯对教导员表达了感谢，安心回
去继续卖葡萄。

谁知没过几个小时，陆大伯又来到派
出所，这次来竟又是因为交易未成功。王
坤明再次安排视频员一起帮忙查找买家，
并完成交易。

随后，王坤明走到陆大伯面前，手把
手重新演示了好几遍扫码收付款流程，直
到他完全理解、掌握。陆大伯临走时连连
道谢，表示很是难为情，因为自己的这些
小事，耽误了派出所那么多工夫。“群众利
益无小事，民生问题大于天。”王坤明笑着
说。

老农扫码收款两次遇困难
民警耐心“包教会”

赵杏琴（左）为群众解答法律问题▶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实习记者 章
开颜 通讯员 孙伟佳）近日，环卫工人
朱大姐在清扫马路时捡到一个钱包，
在路人和新登派出所民警的帮助下，
找到了失主并原物归还。

当 日 早 上 7 点 多 ，新 登 派 出 所
63258110 的电话响了起来，电话那头
传来一位大姐质朴的声音：“喂，是新登
派出所吗？我早上在扫马路的时候捡
到了一个钱包，里面有现金，还有银行
卡，麻烦你们帮忙找一下失主吧！”民警
接到电话后立即赶往现场了解情况。

捡到钱包的朱大姐今年47岁，从小
就患有小儿麻痹症，丈夫早年去世，她
与两个儿子相依为命，靠环卫工作获取
微薄收入。当日凌晨4点多，她清扫马
路时，突然在路边发现了一个黑色钱
包，打开一看，里面有500元现金、银行
卡、身份证等重要财物。虽然家境困

难，但面对突如其来的钱财，朱大姐丝
毫没有占为己有之念。她只想到要报
警，麻烦的是，她从没打过“110”，不知
道该如何报警。

“只好找路过的人问问了。”她心里
想着。凌晨4点多的大街空空荡荡，朱
大姐边扫地，边四处张望。直到早上7
点多，朱大姐才等来一位好心人，得知新
登派出所报警号码，她这才拨了电话。

民警通过身份证信息联系上了失
主邱先生，他激动地说：“当时发现钱包
丢了，我非常着急，里面有很多银行卡
和重要证件。幸好被朱大姐捡到了，
我真是太感谢她了！”

邱先生事后得知朱大姐的家庭情
况，非常感动，坚持让民警带他到朱大
姐家中当面致谢，并将钱包里的500元
现金拿给了朱大姐，以表示对她拾金
不昧行为的感谢与敬意。

环卫工人拾金不昧
警民接力找到失主

民警将钱包还给失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