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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女孩搭档海关工作犬
一片柠檬也难逃“法眼”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成都（16时）
AQI指数 33 空气质量 优
优：雅安、巴中、康定、绵阳、资阳、南充、乐山、遂
宁、内江、眉山、泸州、西昌、马尔康、广元、广安
良：自贡、德阳、达州、宜宾、攀枝花

4月30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65—95 空气质量等级：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5月1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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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4月30日开奖结果

体彩

5月1日至3日晚，成都市妇女儿童中
心剧场将演出舞剧《大禹》；

5月10日晚，成都阿尔法影城剧场将
举办“成都城市音乐会”·四川青年音乐
家名曲音乐会；

5月10日晚，四川音乐学院大音乐厅
将演出《致敬贝多芬》；

5月11日晚，四川锦城艺术宫将举办
《声音的力量》名家朗诵会；

5月17日至18日晚，四川锦城艺术宫
将演出话剧《无人生还》；

5月19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
办《大型原创民族管弦乐组曲“永远的山
丹丹”》音乐会；

5月24日至26日，成都大喜时代剧场
将演出 2019年川味爆笑喜剧《让子弹乱
飞》。

7 星 彩 第 19049 期 全 国 销 售
12034618元。开奖号码：2589916，一等
奖2注，单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9注，单
注奖金28058元；三等奖187注，单注奖金
1800元。33870415.9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池。

排 列 3 第 19113 期 全 国 销 售
16473808元。开奖号码：472。直选全国
中奖7667（四川755）注，单注奖金1040元；
组选3全国中奖0注；组选6全国中奖19748
（四 川 3249）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15475070.9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113 期 全 国 销 售
10216624元。开奖号码：47277。一等奖
35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264042360.4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1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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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携苹果入境
被她和“搭档”检出

2013年，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旅
检决定引进监管工作犬，并开始招
聘训犬员。当时付乐只有21岁，还
没走出校园。从小喜欢狗狗的付乐
觉得这份职业很酷，正巧自己的专
业也是动物医学，于是前去应聘，并
顺利地成为了当时成都海关唯一一
名女性训犬员。

虽然工作犬的训练方法都差不
多，但是付乐的“阿sir”却总是能在
一年一度的复训中夺得第一名的好
成绩。按照惯例，成都海关每年要
送工作犬去北京总署培训，为期一
个月。有一次，因一位训导员中途
有事提前离开，在仅剩的二十多天
里，付乐除了要带领“阿sir”完成考
核，还要与另一条工作犬“米卡”建
立亲和关系且要通过考核，工作量
是原来的两倍以上。而且两只狗的
性格相反，训练方法不一样，难度之
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了能有高效率的安静训练环
境，当早上大家还没醒付乐就会去
训练，晚上大家都睡觉了，她仍在专
心训练。最终两只工作犬的考核成
绩均为优秀。

在付乐看来，工作之外，“阿sir”是
只普通的狗狗，需要人类的精心照顾。

一次检查旅客的箱子，“阿sir”
半途突然一动不动，其他人以为它
只是累了，但付乐却感觉到了反常，
随后将“阿sir”带到医院检查，果然
发现它得了肠道疾病。

精心的照顾和一丝不苟的训练
造就了狗狗的灵敏高效。只要“阿
sir”在场，过境旅客连一个苹果、一
片柠檬都难以逃过检查。

付乐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查出
一位旅客身上携带的一个苹果。这
位旅客当时很惊讶，因为这只苹果
随他在欧洲旅行了一圈都没被检
出，“他说没想到，这只苹果居然在
成都，被一只狗检查了出来。”

曾遭旅客吐口水
工作犬是她坚持下来的原因

对付乐来说，工作中最大的困
难来自部分旅客的不理解。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

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规定，由
于未经检疫携带入境的动植物制
品，存在传播疫病疫情的风险，因而
来自境外未经检疫的动植物制品无
论用途及数量多少，都不允许携带
入境。但付乐坦言，不是所有旅客
都能理解自己的工作。

有一次，从一位大爷包里检查
出一个苹果，付乐耐心地说明水果
不能入境，要将其截留销毁。可大
爷情绪激动，一通乱骂后还将口水
吐在她身上。

付乐还记得，曾有一位旅客给
弥留之际的母亲带了故乡的海味。
这名女士泪眼婆娑地说，母亲已没
时间回故乡了，只想最后尝一口故
乡的味道。虽然付乐听了心里很难
受，但法不容情。

6年的工作，委屈和心酸远不止
于此，付乐也曾想过放弃这份工
作。“但每次回头，总有狗狗一双清
澈真挚的双眼认真地看着我，所有
的委屈都没什么了。”她说道。

正是有以付乐为代表的训导员
们的存在，成都海关的工作犬才能
高效、健康地完成工作。据成都海
关相关负责人介绍，监管工作犬嗅
觉灵敏，反应机警，亲和力高，它们
的存在，不仅能提高对肉制品、水
果、水产品等禁止入境的动植物产
品的检出率，同时降低人工开包查
验比例，使得旅客加快通关。

“虽然部分停电了，但要小心
感应电。”当天，国网德阳供电公
司检修中心变电检修一班班长杨
沛东，指着变电站1号主变避雷器
引线，提醒队员们注意安全。“13
年来，他都是这样提醒大伙儿注
意安全。”队员们说。

今年35岁的杨沛东，2007年
进入电力行业。至今已13个年
头。除了队员的评价，在他的工
作桌上有张图纸，时间虽然不长，
但图纸边缘已快被翻烂。“这是春
节前后220千伏五里堆变电站线
夹隐患整治工作的笔记图纸。”他
介绍，上面标注了220千伏、110
千伏的几条停电线路，一共1253
只线夹的位置、型号、大小、线径、
孔距、引线长度等。之所以不断

翻看、查阅，是因为这张图纸上
的数据和标注，关乎着大伙儿安
全。

由于常年对工作安全的坚
持，杨沛东主持过的10千伏至
220千伏所有类型的变电设备的
大修、技改和缺陷处理等，从未发
生过一起安全质量事件，并使得
检修质量得到持续提升。

在工作中，杨沛东特别注意
收集设备数据，对设备分级分类
建立台账存档。而且还会根据季
节特点，预见性地对设备提前进
行隐患排查和缺陷消除，把缺陷
解决在未发生前。

杨沛东为啥跟安全、数据，
这么较真？“带多少人出去，就
要带多少人安全回来。”他说，
与电打交道，注定了有一定危
险性，一个安全问题放松了，可
能带来想不到的隐患，“我的原
则是：不清楚的任务不做，不了
解的设备不乱动，措施不完备
就不开工。”

这些年来，队员们从觉得这
人“真倔”，到理解和配合。“跟着
东哥工作，安全这块儿很踏实。”
队员洪明学说。

在杨沛东的带领下，这支变
电检修队伍，获得多个与安全相
关的称号。此外，在2017年参加
首届四川省工匠杯技能竞赛时，
大部分由这支队伍组成的代表队
拿下团体第一名，队员也获得了
个人第一名的好成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力

作为一名幕后工作者，李松
的日常工作没有惊心动魄的抓
捕，他主要通过日常检查提醒、跟
踪指导，保证案件出口质量，捍卫
公平与正义。

每天仔细审阅卷宗材料，记
录发现的每一个问题——这就是
李松的工作日常。他深知法制部
门是为基层执法办案服务的，但
更要对办案民警负责，帮助他们
堵住执法漏洞，保障执法办案活
动顺利进行。为了更好地服务办
案部门，李松给自己定了一个准
则：尽量不跟办案单位说不行，只
给他们说怎么才行。正是因为这
种热心的服务态度，他的电话也
成了咨询热线，每天要接几十个。

在做好“案件质检员”的同

时，李松积极思考调研，先后撰写
了《关于我局执法办案的风险评
估报告》《关于深化法制大队分片
联系制度的建议》等文章，为领导
科学决策、提升工作效率、解决基
层困难积极建言献策。

“紧张，是我对法制部门的第
一印象。”回忆起初到法制办公
室，李松说，当看到每天的“高峰”
时段，不仅办公室人满为患，连走
廊里都是来送卷宗的民警。看着
桌上一摞摞案件材料，对于当时
的他来说，压力巨大。他通过不
断向身边老同志学、向身边先进
学很快适应了工作环境，并迅速
成为业务骨干。

一次，在侦破尹某等人通过
网络冒充女性，交友骗取通讯费
用的案件中，李松代表法制部门
提前介入案件，从侦查思路到抓
获嫌犯，从现场物证提取再到询
问策略制定，他全程跟踪指导，通
过共同努力，一举打掉该犯罪团
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2人，为受害
人挽回损失20余万元。

2017年8月，李松受组织安
排到甘孜州巴塘县公安局开展为
期一年的智力援甘活动。在高原
上，他和战友们一起跑现场、蹲点
守候、抓捕犯罪嫌疑人、走访调
查。从现场勘查到嫌疑人审讯，
从指导办案民警收集相关证据到
制定讯问策略，从执法检查到专
题培训，他努力用青春为巴塘公
安的规范执法建设贡献力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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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标准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
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
德高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
于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
上取得突出成绩，具有良
好的社会影响

推荐
方式

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
爆料平台，推荐你心目中
能够代表中国力量的新
青年；与此同时，也可以
在封面新闻微博、微信等
平台的相关稿件下方留
言，欢迎向我们推荐。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
气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
公开征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
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
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4月10日下午1点，一趟航班
降落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行李提取处，一位训导员牵
着一条穿工作制服的比格犬，来
到人群中，敏捷地在行李中穿梭。

突然，一个行李箱吸引了比
格犬，在一轮试探后，它在箱子前
坐定，向训导员发出“警报”。

比格犬叫“阿sir”，是成都海
关口岸监管工作用犬。牵着它的
是成都海关的训导员付乐，这位
生于1992年的女孩是四川第一
位海关工作犬女训导员，已经和
“阿sir”共事了6年。人与犬默契
配合，连一小片柠檬都难以蒙混
过关。

劳动者之歌
4月28日，“五一”假期到来前，杨沛

东和队友完成了220千伏九岭变电站的
检修工作。也在当天，由共青团中央主
办的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评选结果揭
晓，来自德阳的电力工人杨沛东，获选
“诚实守信好青年”。

如果把公安局比作一个工厂，那么
法制民警就是工厂的质检员。李松，今
年32岁，加入公安队伍已有11年。毕业
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专业的他，目
前是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公安分局的一
名法制民警。

电力工人杨沛东
与安全数据较真

荣获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法制民警李松
特殊的“质检员”

在案件出口捍卫公平与正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尚智
摄影吴枫

（紧接01版）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
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
领导干部以及全社会都要充分信任青年、热情
关心青年、严格要求青年，关注青年愿望、帮助
青年发展、支持青年创业，做青年朋友的知心
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要
主动走近青年、倾听青年，真情关心青年、关爱
青年，悉心教育青年、引导青年，尊重青年天性，
照顾青年特点，关注青年所思、所忧、所盼，积极
为青年创造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
尽展其才的发展条件，为青年取得的成就和成
绩点赞、喝彩，让青年英雄成为驱动中华民族加
速迈向伟大复兴的蓬勃力量。

习近平指出，共青团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
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
发展道路，不断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
性，坚持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
本任务，认真履行引领凝聚青年、组织动员青年、
联系服务青年的职责，团结带领新时代中国青年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不断
开拓创新、奋发有为。一切党政机关、企业事业
单位，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人民团体和社
会团体，广大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各新经济组织
和新社会组织，都要关心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发
展，给予青年更多机会，更好发挥青年作用。

付乐与“阿sir”。

付乐是四川第一位海关工作犬女训导员。

杨沛东。 李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