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80后”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张之肶

2019 年 8 月 5 日 星期一

时政03责任编辑 郁中华
版式执行 倪 斌

■刘辉罗菁

默默守护城市安全底线的执法人

今年 6 月，第九届全国“人民
满意的公务员”表彰大会在北京召
开。 获表彰的 5名上海个人中，市
应急管理局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一

线的张之肶是唯一的 80后。 记者
近日采访到了张之肶，他说自己只
是做到了三点：克己、担当、为民。

【蜕变】
门外汉成行家里手

虽然是年轻的“80 后”，可张
之肶已成安全生产监管一线的老

兵。从 2011 年刚入职的门外汉算
起，张之肶蜕变用了八年。

“我要去监管别人，还要向别
人学习。”本科在上海交大 ，研究
生转战复旦， 张之肶学的都是环
境工程，要从事危险化学品监管，
就得从零开始。

“无数个日夜在边学边干中
度过， 目的就是在专业人士面前
不说外行话， 在复杂的化工装置
面前有的放矢。” 他还四处拜师，
向基层一线的企业员工求教 ，向
设计、工艺、仪表等专家学习。

张之肶不仅自己摸透了检查

规范， 还总结了一系列基层实操

手册。他编写出的《上海市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事项分类表》和《上海
市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实施指

南》，分别成为执法人员规范执法
标准、裁量尺度的“教科书”和防
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工作宝典。

几年下来，50 余起行政处罚
案件和 500 余万元罚没款的背
后，件件都需火眼金睛，桩桩都要
动真碰硬。 张之肶认为：“唯有学
懂、弄通，才能让中央企业、国有
企业、世界 500 强外资企业，从内
心深处接受、认可、感谢安全生产
监管执法。”

【行事】
为市民谈“化”不色变

八年间，张之肶跑遍全市所有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的同时，
也适应了每天工作 10小时以上、每
周深入基层 3-4天的工作节奏。

张之肶总结自己的工作状态

就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让市
民谈“化”色变。“深夜看着万家灯
火的时候， 心里只是惴惴不安。”
他说，回想起白天站在 20 万立方
米的液化气储罐前， 爬上几十米

高的芳烃装置， 进入高毒的光气
和环氧乙烷场所， 感到的是生命
的脆弱和渺小。

然而最让他难以释怀的不是

辛劳， 是被检查企业的不理解与
不配合。2013 年，在对一个危险化
学品建设项目进行验收时， 张之
肶发现一处紧急切断阀的自动联

锁措施没有正常投用， 一旦反应
失控就会发生爆炸， 不满足验收
条件，他随即要求企业立即整改。

第二次现场核查， 企业总经
理仍然心存侥幸。“何必那么较真
呢，我们搞一辈子化工了，出不了
什么事。”说罢，还把一沓人民币
抛在了张之肶的面前。 他当时只

是摇摇头说道：“你今天即使强行
塞到我的包里， 我也会送到纪委
那里。”并用一个个血淋淋的事故
案例耐心地做起了思想工作。

经过史无前例的三次现场核

查，隐患得到了消除，项目终于满
足了验收要求。“就在我刚想松一
口气的时候，噩耗传来。企业总经
理为了改变工艺参数违规进行试

验，再次摘除了自动联锁功能，导
致发生爆炸。”

三次促膝长谈的鲜活生命消

失在火光之中，张之肶的内心几近
崩溃。“多么期盼紧盯不放的隐患永
远不要死灰复燃，多么期盼执法闭
环后企业安全意识的自主提升。”

【做人】
面对企业高薪选择留下

重压之下，张之肶不是没有退
路。“工作这么多年，也曾有不少企
业、猎头公司来挖我。”因为每家企
业里有一个岗位叫 EHS， 从事健
康、安全与环境一体化的管理。“这
个岗位非常契合自己所学专业。”

“只要有稍许的安全监管经
验， 多数从业者的月薪也能拿到 2
万块，现在自己不少同学已经拿到
了百万年薪。” 张之肶还谈道，“选
择留下还是想体现出更多的价

值。”他想为更多的企业服务，而不
是局限在某一家企业的安全工作。

古人常说，“学而优则仕”。已
经拥有 15 年党龄的张之肶认为，
这个“仕”不是要去当官，而是要
做好一名称职的公仆， 当好党和
人民的“守夜人”。

整个采访中， 很喜欢历史的
张之肶举例， 明朝清正廉洁的官
员于谦和北宋大家张载教会他很

多 ，例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
平”。他说，化工行业是国民经济
的重要支柱，总需要有人站出来，
保障安全、守护生命。

记者了解到，高风险的岗位可
以 3年轮换一次，但张之肶工作以
来从未申请过调整， 甚至从未在
家人面前提起过自己的工作。 “防
风险、除隐患、遏事故。 这样的责
任还是让我来继续担当吧。 ”

本报讯（劳动报记者 胡玉荣

摄影 贡俊祺 ）到了夜晚 ，动物们
是睡觉了，还是在觅食、奔跑、打
斗、玩耍？ 记者从上海野生动物园
获悉， 作为中国首个特色夜间野
生动物园项目，8月 8日，夜间动物
园将正式与广大公众见面。 夜间动
物园不设专项门票，实行以全天门
票为基础的打折优惠政策， 即 16:
00 以后入园游客可享夜间动物园
试运营门票折扣价 60 元/人；现场
售票时间为 15:00-20:00， 购全天
票的游客可享受夜公园的增值服

务。
上周末， 记者先来体验了一

回。 原来到了夜晚，动物们呈现的
是完全不同的一面。

跟随园区的工作人员， 首先
来到的是月亮湾展区， 这里的松
鼠猴、小熊猫、浣熊、黑熊都在等
待着夜幕的降临。松鼠猴们的家里
最为热闹，所谓“猴子屁股坐不住”，
一大群猴子在大树上“上蹿下跳”，
“吱吱喳喳”开着“派对”；隔壁邻居
小熊猫们却乖巧许多，迎着徐徐凉
风，悠闲的在栖架走来走去，享受着
夏夜的清凉。 调皮的浣熊们已戴好
“眼罩”，今晚它们不做“神偷”，只想
变身为大侠“佐罗”，立志要把游客
带入影片里。

游完闹腾的月亮湾展区，再去
温馨安静的小动物乐园看看那些

萌萌的小动物。 只见奶爸正在给小
虎三胞胎喂奶，“咕咚咕咚”小虎喝
奶的声音在夜晚显得特别清晰；对
门那群耳廓狐屋里屋外忙个不停，
工作人员悄声说着，“这就是《疯狂
动物城》里的‘芬尼克’，专爱演‘小
baby’的大佬”。

狮王的 “低吼 ”声 ，将体验者
们引入了一处若隐若现的猛兽聚

集地。 据说，夜晚猛兽的行踪最为
神秘莫测， 昏暗的灯光将原有玻
璃隔断隐去了， 这样人和动物似
乎变得更近， 瞪着大眼睛的狮虎
兽，左走走、右逛逛 ，还时不时地
四处张望， 它是在寻找猎物吗 ？
“扑通、扑通”的声音，将体验者的
视线拉向了老虎扑食展区里的一

群老虎，它们正在为了食物而“斗
争”，爬树、走梅花桩、跃入水池，
必须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方可获

取更多食物。
最有亮点的属 “水域探秘”，

这是国内唯一夜间可以在水上探

秘动物家园的项目。 为保证游客
的安全性和展区及河道美观度 ，
不仅在动物生活的区域根据动物

的习性设置高、中、低不同点位的

灯光，同时在水面上设置了航道，
将整个“水域探秘”勾勒的更加美
丽。 晚风徐徐，坐上船儿，体验一把
前所未有的宁静，成群的天鹅一路
随行，沿岸呆萌的水豚、欢腾的斑
狐猴、 凶悍的食火鸡与你偶遇，更
有久违了的蛙鸣虫啁，习习凉风将
那些白昼里的烦躁吹散……

为了更富有娱乐性， 增加游
客的参与性， 在上野夜间动物园
开放期间， 三大特色主题秀将在
园区的海狮剧场、 国际马戏剧场
等隆重上演。 同时，园内 3 个特色
动物主题餐厅照常营业， 除了供
应地道美食以外， 更有威猛的老
虎、高贵的天鹅陪伴游客用餐。 另
外， 上海最大的极光摩天轮在夜
晚也正常运营。 同时园方也考虑
到亲子家庭的需求，桑巴塔、海盗
船、自控飞机等游乐项目。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罗菁）一个好消息，一个坏
消息，要先听哪个？ 上海中
心气象台昨日预报显示，本
周申城不大会出现高温天，
但周末时候，9 号台风 “利
奇马”可能影响华东沿海。

不是台风不是梅雨，东
风波带来的降水同样不容

小觑。 受东风波系统的影
响，3 日夜间到今天白天本
市出现雷电和短时强降

水。 3 日 14 时至 4 日 14 时
雨量统计显示： 本市北部
和中西部地区出现暴雨 ，
局部大暴雨。 最大雨量出
现在宝山月浦镇， 为 111.6
毫米， 最大小时雨强出现
在松江叶榭镇 45.4 毫米。

什么是东风波？气象专
家指出，副热带高压南侧，
盛行强劲的东风气流。 在
东风气流中会存在一个槽

或气旋性弯曲较大区域 ，
随气流如同波浪自东向西

移动，所以称为东风波。 如
果把东风气流想象成一条

气流的高速公路， 朵朵白
云就是其上的车辆。 这条
高速公路有时会出现转弯

或并道的情况， 气流在此
交汇，造成事故和拥堵，形
成明显降水。 降雨分布随
机， 降水效率高是东风波
降水的特点。 据统计，在热

带地区，有 25%的东风波动
可以发展成台风。

周一至周三，上海主要
处于副热带高压西南侧 ，
以多云天气为主， 周一的
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

或雷雨。 来自海上的东南
风， 除了给上海带来蓝天
白云的天气， 对气温的上
升也稍有抑制， 最高气温
在 33℃或 34℃左右， 天气
热而不闷。

下半周，受海上热带系
统外围的影响，本市云系略
有增多，并有阵雨天气出现，
同时风力略有增大，气温保
持在 27℃至 34℃之间。

目前，西北太平洋上有
2 个台风存在。分别是今年
第 8 号台风 “范斯高 ”和 4
日下午 15 时生成的第 9 号
台风 “利奇马”。 昨日 15
时，“利奇马” 的中心位于
距离菲律宾东面约 1000 公
里的太平洋上， 距离上海
直线距离约 2000 公里。 第
8 号台风 “范斯高 ”较大可
能影响日本、 韩国。 未来
“利奇马”有可能会在下周
末影响华东沿海。 不过，近
期的赤道辐合带上， 热带
对流丛生， 有多个台风胚
胎在孕育，究竟影响几何，
需要不断跟踪监测， 预报
亦会有较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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