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占军，现任公安怀柔分局反恐
怖和特巡警支队武装巡逻处突民警，
自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先后荣立个人
三等功6次、荣获嘉奖8次、被评为优
秀公务员 4 次、区级优秀共产党员 3
次。近日，他被评为“最美怀柔人”。

任占军在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对党忠诚、服
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工作
总要求，具有崇高的公安职业道德
精神，刻苦钻研公安业务，强化“科
学巡逻”“智慧巡逻”的意识，提高人
民群众安全感指数，共抓获各类违
法犯罪嫌疑人 150 人，查获违禁危
险物品（汽油、液化煤气罐、管制刀
具）200 余件，解决群众求助 300 余
件，配合分局大型抓捕行动 6 次、抓
获30余人。

日常工作中，任占军严谨细致，
不放过任何可疑的细节。2019 年 11
月，任占军在怀柔医院执行任务时发
现一女子形迹可疑，便立即上前盘
查，该女子拒不配合民警开展工作，
经过一个多小时深入细致的工作，查
清该女子为公安部 A 级在逃人员刘
某某，于 2014 年至 2016 年在诈骗数
十亿元后被公安部通缉在逃。

抓捕犯人时，任占军英勇果敢，
总是冲锋在前。2020 年 7 月，接分局
合成作战中心布警怀柔区高各庄村
有人持刀将一男子扎成重伤后逃跑。
接警后任占军带领车组同事迅速赶
往现场，到达现场后见事主胸部被扎
3刀，已倒地休克。任占军立即联系急
救中心进行抢救，并走访周边群众开
展抓捕工作。最终，在高各庄村东口
发现嫌疑人张某某，当时正准备逃往

河南老家。任占军不顾个人生命安
危，冲上前将嫌疑人手中尖刀夺下，
并将嫌疑人制服。

面对突发情况，任占军临危不
惧，时刻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放在首位。2021 年大年三十，任占军
巡逻至府前龙樾工地附近时，发现工
地仓库突发火情，得知仓库内存放大
量漆料等易燃易爆物品，任占军立即
带领车组人员赶往现场果断处置，在
确认现场群众安全疏散后，任占军踹
开仓库大门，利用现场十余个灭火器
全力灭火，及时将明火灭掉，避免了
重大爆炸事故发生。在灭火过程中，
任占军的头发、眉毛及脸部被烧伤，
但他的英勇行为确保了数千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

常平

任占军：守卫人民安全

孙芳芳，现任北京振铎律师事务
所主任、北京市怀柔区政协委员、怀
柔区律师协会副会长、怀柔区人民检
察院特约监督员、第十一届北京市律
师代表、第十一届律师协会军民融合
专委会副秘书长。近日，她被评为“最
美怀柔人”。

2009 年至今，孙芳芳立扎根基
层，在行业内树立了良好的律师形
象。十多年来累计下村1000余次，行
程10万公里，为基层法治建设和社会
治理做出了积极贡献。她先后荣获

“第五届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
人”“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先进个人”“北京市司法行政系统先
进个人”“北京市法律援助模范个人”

“北京市优秀公益律师”“北京市律师
行业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孙芳芳自 2013 年至 2016 年 6 月
连续担任怀柔区救助站的公益法律
顾问，为救助站流浪乞讨人员及未
成年人提供无偿法律服务；2018 年
她作为区妇女儿童维权团成员，免
费为本区内的妇女、儿童提供法律
服务。2014 年 3 月 8 日马航失联事件
发生后，因事件的政治敏感性及影
响程度等因素，按照市局和市律协
指示，孙芳芳作为指派律师为失联
人员家属提供一对一无偿法律服
务。面对情绪不稳定的失联家属，她
真诚慰问、耐心细致地进行思想疏
导及法律服务工作，及时化解家属
的抵触情绪，使得后期对接工作顺
利推进，她也因其耐心、热情的法律
服务赢得了赞誉。

在 2020 年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
情攻坚战中，孙芳芳积极参加各渠道

组织的捐款捐物，主动参加区司法局
和社区党员义务疫情防控值班值守，
累计服务60多小时。在后期复产复工
过程中，她还积极报名参加怀柔区疫
情防控法律服务律师团，免费为怀柔
区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和个人提供咨询服务100余次，化
解疑难复杂矛盾纠纷7件。

公益法律服务、免费普法讲座
及法律咨询，孙芳芳用自己平凡的
行动发挥律师正能量。“从事法律服
务，不仅仅是宣传法律，更主要的是
运用法律知识化解纠纷，尤其是在
处理村居百姓邻里纠纷、婚姻家庭
纠纷过程中，更要注重调解工作，着
眼于纠纷的解决，推动和谐社会的
建设。”孙芳芳说。

喻如妍

孙芳芳：好律师有颗公益心

担任杨宋镇城管队长6年，走遍
全镇30.5平方公里的大街小巷，为辖
区16个村居和上百家企事业单位服
务；“接诉即办”1500多件群众“急难
愁盼”之事，解决率达93％、满意率高
达 99％……自 1993 年参加工作以
来，张春山已扎根基层、服务群众28
年，被群众称为“真办事儿的人”。
2021 年，他被评为“全国最美公务
员”。近日，他被评为“最美怀柔人”。

张春山现任杨宋镇综合行政执
法队队长。工作中，他始终遵循“把脑
袋和脚都放在群众那儿”的服务意
识，用真心发现问题，用真情解决问
题，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
2021年5月，市民张先生反映安乐馨
居小区周边工地运输车辆有道路遗
撒、噪音扰民情况，张春山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一下子被情绪激动的群
众围住，要求立刻解决。他一边耐心
安抚群众，一边安排清扫路段，现场
问题解决后，张春山对全镇21处施工
工地及周边道路进行全面排查，要求
施工工地使用正规运输车辆，运输进
行苫盖，低速转弯，此后再无同类现
象发生，得到了周边460户居民的高
度认可。

2020年9月，有群众举报某企业
私自填埋垃圾。张春山实地核实，现
场并未发现填埋现象，但为了确保诉
求办理缜密，他又不同时段多次进行
核查，最终他带着铁锨再次到达现
场，对一块儿杂草覆盖的地面进行深
挖。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米以
下发现了被掩埋的生活垃圾。挖掘期
间，他不慎被坑洼地面崴伤脚踝，韧
带和跗骨窦损伤，但考虑环境问题刻

不容缓，他贴上膏药一瘸一拐继续工
作，面对他的这种工作韧劲儿，企业
自愿接受处罚及整改。2021 年，张春
山脚伤愈发严重，只好通过手术治
疗。谈及工作，病床上的他说：“解决
群众诉求，虽然很辛苦，但是我心甘
情愿，就盼着身体赶紧恢复好，能够
继续为群众办点实事儿。”

在多年的执法工作中，张春山深
有体会，很多时候不是只认定一个

“法与非法”就能解决问题，而是要带
着温情、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摸清
原委，找到让各方都满意的办法。在
商户眼里他是老大哥，总是站在对方
的角度着想。在队友眼中，他总能把
激烈的对峙化解，能把深化的矛盾抚
平，能把枯燥的说教变成引导。

张德荣

张春山：真办事儿 办真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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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5月出生的魏学东，现任
区学生活动管理中心部长。2019年8
月作为北京市第九批组团式援藏干
部人才队伍中的一员，他到雪域高原
进行为期两年的援藏支教工作。由于
魏学东援藏期间，推行内地教学改革
理念及教学方法，组建学生合唱社
团、摄影社团等，让教书与育人相得
益彰，提升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社会
实践能力。因其工作业绩突出，2021
年2月25日，魏学东被评为“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个人”。近日，他又被评为

“最美怀柔人”。
援藏期间，魏学东发现藏区孩子

们虽然上了初中，但从没接触过音乐
教育，更没有音乐课教材。为了让孩
子们尽快了解音乐，他结合学生自身
特点，采用以音乐为主线讲历史、讲
故事、讲家国情怀的形式，启发引导
孩子对音乐的热爱，形成了自己独具
特色的教学模式。他从朗朗上口的民
歌入手，每堂课都会选择不同地区的
民歌为孩子们演唱。慢慢地，孩子们

爱上了音乐课。援藏两年，他先后为
560多名学生进行音乐指导，不仅让
学生快乐享受音乐、热爱音乐，也加
深了学生对全国各地风土人情和艺
术文化现状的了解。

在与学生们的接触中，魏学东发
现藏族的孩子在课堂上特别腼腆，不
敢回答问题，也不肯与教师互动。为
扭转这种局面，他就尝试着用课下与
孩子们嬉笑打闹的方式拉近与孩子
们距离，几个月下来，有效激发了孩
子们活泼的天性。

为与当地藏族同胞深入沟通和
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受教育状
况，他利用周末假期和业余时间，走
进学生家里、走到藏族同胞身边、记
录本地藏语、土话，并随记随学。在与
日喀则教育携手活动中，他讲了一节
彝族歌曲《七月火把节》的课，课后援
建日喀则的黑龙江领导主动找到他
说：“小伙子你的课信息量真大，有机
会也到我们援建地讲一课。”

教育追求的道路没有尽头，教育

情怀的铸炼没有终点。如今，魏学东
正一如既往地以学生发展为己任，用
所学为教师这个行业增光添彩。

魏明俊

魏学东：支教西藏 爱洒高原

焦毅：期待第一束光

怀柔科学城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HEPS）项目加速器物理系统负责
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焦毅，每天的工作就是反复地计
算、调整、优化和迭代各项设计参数，
确认相关设计合理可行，保证项目设
计方案和预期性能切实可行。谈到未
来，他表示：“我的愿望是如期、高质
量完成光源建设任务，期待高能同步
辐射光源成功打出第一束光，达到国
家验收标准。”

焦毅2003年清华大学本科毕业
后，在高能所读研究生，2008年在核
技术及应用专业获工学博士学位。
2010 年至 2012 年在美国 SLAC 国家
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他在加速器领
域学术期刊及国际会议发表论文100
余篇，先后担任中国粒子加速器学会
加速器物理专业组副组长（2021-）、
国际粒子加速器大会（IPAC’23）科
学咨询委员会委员、《Radiation De-
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青
年工作委员（2021-2022）。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是我国建设的

第一台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该项目
于2019年6月启动建设，计划2025年
建成验收，目前项目处于基建收尾、设
备安装并行阶段。直线加速器作为电
子源头、一级加速器，已经完成设备安
装和系统调试，即将开展束流调试。

“HEPS 对加速器物理及技术均
提出了非常‘极限’的要求，我们的目
标是通过设计优化，完成性能先进、
切实可行的光源加速器物理设计方
案。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束流
物理软件，开展加速器磁聚焦结构设
计及相关束流物理问题研究，编写物
理调束软件，未来加速器设备进场、
安装完成后，将负责机器和束流调
试。”焦毅说。

在硬件设计和工程推进过程中，
焦毅和团队遇到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
题和挑战，但最后都被他们一一破解
了。“有些硬件指标实现不了，要求降
低指标，就需要我们反过来调整物理
设计。最后经过我们团队反复设计迭
代，在保持加速器整体物理设计的前
沿性和先进性的前提下，成功地完成

了硬件参数的分解和迭代确定。”焦毅
说，“我们的任务光荣而艰巨，需要每
名团队成员做到最好，当好螺丝钉，发
扬合作精神，才能完成好各项工作。”

王明月

北京怀柔医院院长孙倩美从医
三十年来，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把自
己的心血、精力和智慧毫无保留地投
入到工作之中。近日，她被评为“最美
怀柔人”。

为提升怀柔区域医疗服务水平，
方便群众就医，2017年5月25日，区
政府、市医院管理局、北京朝阳医院
三方采取“区办市管”的模式共同管
理怀柔医院，孙倩美担任怀柔医院院
长。她带领团队积极探索“区办市管”

“两院一科”管理模式，将朝阳医院优
质医疗资源引入怀柔，以三级医院建
设为目标，着力加强怀柔医院重点学
科建设和人才梯队建设，提升医疗服
务能力。

孙倩美首先带领团队积极组织、
全面推进胸痛、卒中、创伤、危重孕产
妇、危重新生儿五大中心建设。经过
医院集体努力，怀柔医院荣获“2021
年第六批心衰中心建设单位”“北京
市防治卒中中心”“北京市脑卒中质
控中心优秀静脉溶栓医院”等称号，
该院在短短几年间急危重症救治能
力得到了全面提升。孙倩美还积极与
朝阳医院本部沟通，组织朝阳医院各
学科专家以出诊、查房、手术、带教等
方式帮助怀柔医院提升医疗服务能
力。在她的协调和努力下，怀柔医院

新建5个二级科室，增设25个特色门
诊，开展 62 项新技术、新项目。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孙倩美带领全院干
部职工全力以赴投身到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中。她第一时间协调成立
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梳理院感防控工
作流程。在全院的努力下，该院仅用3
周时间就完成了核酸检测实验室建
设，成为北京市第三批、我区首家开
展核酸检测的医疗机构，日均检测能
力达3000份。

孙倩美严抓管理的同时，仍坚持
在她热爱的临床一线。她出诊时会细
致检查、仔细调整治疗方案，从不放
过任何微小的临床表现。如果患者有
其他疾病，她还会帮助他们联系相关
科室的医生解决问题。对每位患者她
都详细交待如何用药、何时复诊，对
生活中、饮食上应注意的事项也反复
叮嘱。她接诊的患者都说，孙院长没
有专家的架子，她对所有的病人都是
那么耐心细致、和蔼可亲，是一位难
得的好医生。

马博文

孙倩美：提升区域医疗水平带头人

石晶：全力打造乡村会客厅

石晶是地道的怀柔人。她一直
在想，从小就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
多少会有些自然缺乏症，没有乡野
生活的体验。于是，2011 年她投资

300 万元在喇叭沟门租了 300 亩地，
种菜、养猪、植树，并给它起了一个
好听的名字——耘泽谷，她希望让
孩子寻找到乡间生活的乐趣，享受
田园生活的快乐。

短短几年时间，“耘泽谷”种养殖
基地在她的经营下搞得有声有色。凭
此，她的事迹上了报纸电视，在全国
各大网站上转载，她的企业经营和工
作生活方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完成
了她“从农村走入城市、从城市返回
乡村”的华美嬗变。

2017年，她将洞台村废置的小学
校、操场进行改造，盘活村级闲置资
源，打造井邻栗林酒店，发展高端精
品民宿。她想通过“井邻”这个平台，
让城市的文明与乡村文明有机结
合，在怀柔推出一个富有朝气、富有
活力的乡村度假园区，同时以“井
邻”这个乡村会客厅积极引进现代
具有竞争力的业态。采访中石晶高
兴地说，北京市政府采购中心发布
了《北京市 2021——2022 年度会议

定点单位协议采购项目民宿征集结
果公告》，全市共有57家乡村民宿入
围，她经营的“井邻”榜上有名。目
前，井邻栗林乡村综合体，已经成为
长城脚下响水湖畔一个花果飘香，
宜业宜居的好去处。

去年，石晶成为一名区政协委
员。如何发展怀柔的精品高端民宿产
业，如何融合城乡优势资源实现乡村
振兴，是石晶加入怀柔区政协队伍后
思考的问题。以前没有担任政协委员
时，想的都是公司的事，当上政协委
员后，让她感到一名政协委员的责任
和使命。

在谈起委员职责时，石晶自信地
说，想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更多更好地
研究市场需求，吸引招纳更多的优秀
人才，通过大家的智慧和资金，把都
市现代文明和乡村农耕文明有机地
结合起来，借助怀柔科学城、会都、影
都区位优势，实现科技、文化、艺术向
农村的转移和延伸，助推乡村振兴。

蒋嘉琦 宋庚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