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意，马蜂出没！

本报讯 10月 14日上午，祁门
县消防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该县
中伟小区一居民楼六楼外屋檐处发
现马蜂窝，威胁居民安全，请求清
除。接警后，消防人员立即赶赴现
场处置。

消防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该
蜂窝内的黄脚胡蜂窝位于六楼空调
外机屋檐处，属于剧毒蜂窝，直径大
约 40 厘 米 ，并 且 周 围 仍 有 马 蜂 盘
旋。消防人员立即穿上防蜂服，准
备好皮袋、杀虫剂攀爬至阳台，经过
约 15 分 钟 的 努 力 ，蜂 窝 被 成 功 摘

除。为防止黄脚胡蜂重新筑巢，消
防人员用工具把残留的巢根铲除干
净，同时向毒蜂窝位置喷洒除虫剂。

据了解，黄脚胡蜂分布于中国
各地，体长 2.5到 3厘米，头大，胸部
黑色，腹部鲜黄色，在树梢与屋檐营
巢，黄脚胡蜂毒蛋白毒性极强，可引
发受伤动物呼吸衰竭和心脏衰竭，
重者会致其死亡。

消防人员提醒，如果老百姓在
家中发现这种蜂，千万不要自行处
理，可及时拨打 119 请求消防救援
大队的援助。 ·余 影·

本报讯 10月 12日，黄山市山
越应急救援中心接到求助电话，称
在休宁中学校区内有一特大马蜂
窝，给老师和同学们的学习与生活
带来安全隐患，请求及时清除。

接到求助后，该中心城搜队除
蜂小组赶往现场，了解到此马蜂学
名 叫 七 里 蜂（杀 人 蜂），攻 击 性 很
强。考虑到白天作业，怕散飞的毒
蜂会伤害到师生，经沟通后，队员们
决定在晚自习下课后再清除毒蜂
窝。当晚 9 点多，除蜂组携带装备
再次赶到学校，全副武装后，安全摘
除了马蜂窝。

该中心介绍，这是他们今年在
黄山市城区内发现的最大的一个马
蜂窝，蜂窝直径约 85 厘米，马蜂也
很多，人畜一旦发生叮蜇，后果不堪

设想。据了解，在清除过程后，因夜
间操作不便，该中心有两个队员被
蜂毒喷了眼，经休息后，暂无大碍。
该中心提醒，马蜂一般是在受到惊
吓或认为被攻击时袭击对方，蜂窝
清除后，有些零散马蜂可能会飞回
老巢，请学校师生这两天尽量注意，
在不能确保安全和迅速打死的情况
下，遇到马蜂不要主动拍打，注意避
让确保安全。

近日，黄山市祁门县和屯溪区
相继出现毒蜂蛰伤人并导致伤者死
亡的事件，引起社会对毒蜂防范的
重视。在此，黄山山越应急救援中
心也积极宣传，承诺为有需求的单
位及居民提供免费清除毒蜂窝的专
业服务。

·汪 嫒·

休中校内惊现巨大马蜂窝，直径约 85cm

山越救援连夜清除

6楼居民楼外剧毒蜂盘旋

祁门消防紧急摘除

10月 5日下午 5时许，休宁徽匠学校
实训车间精细木工工作台上，刚刚从扬州
赶回来的吴晋卿正在指导即将参加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安徽省家具制作和精细
木工项目选拔赛的学弟梅子悦和刘华威。

此次休宁行，是吴晋卿的反哺母校
之行。再次来到母校，吴晋卿的身份已
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由当年该校
的一名学生、匠士，成为了一名教官，言
谈举止已有一副少年老成的气派。现在
的他是扬州市汇川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的
职工、扬州市企业首席技师、江苏省企业
首席技师，扬州技师学院正式在编教师，
全国技术人才。

最亮眼的身份，当属今年 8月份在
俄罗斯喀山的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
吴晋卿一举夺得家具制作项目银牌。
这是中国选手在该项目上创造的历史
最好成绩。

从溪口农村到徽匠学校，从扬州汇
川到喀山世赛，一名韶华之年的徽州小
木匠，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梦想的花朵。

1999年出生的吴晋卿，来自休宁县
溪口镇碜溪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
从小就很有主见，学木匠也是自己的决
定。他说自己小学、初中成绩平平，本
来考个普通高中不会有问题，却选择了
休宁徽匠学校。“当时想得也很简单、很
现实，大学生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就
业也难，还不如学一门技能，早一点走
向社会，自食其力。”

“如果说我是一张白纸，那么徽匠
学校是一支画笔，为我的人生涂上了第
一抹色彩。”吴晋卿说，“在这里我学到
了徽州木工最基础的基本功，还有‘诚
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的做人理念。”
休宁徽匠学校的前身是休宁德胜鲁班
木工学校，创办于 2003年，目的是帮助
山区家庭上不了普高的学生解决技能
就业，同时发展休宁县的职业教育。学
生经过两年半的学习，通过论文答辩，
也就是毕业考试合格的（一张八仙桌和
两面太师椅）优秀毕业生被授予匠士学
位证书。由于教育政策的调整，德胜鲁
班木工学校于 2010年并入第一高级职
业中学，每年的匠士毕业典礼也由休宁

易至苏州举行。
在徽匠学校，吴晋卿不算是学习最

刻苦的一位，但却是最会学的那一位。
“学就认真学、干就认真干、要做就做
好”，这是吴晋卿的行事风格。在 2016
届毕业生中，他的基本功和毕业论文在
全校首屈一指，并在苏州参加了隆重的
匠士毕业典礼。他的师傅程志高，对这
位爱徒，也是赞赏有加。他说相比于一
般的学生，吴晋卿有灵性、能吃苦、做事
高蹈、做人低调。

徽匠学校副校长汪丽庆告诉记者，
学校创办 17年，已经毕业了 15届匠士，
为全国培养输送了 450名匠士，也培养
出徐长军、吴忌、吴晋卿这样在全国、世
界赛场上屡屡获奖的优秀人才。

一所山区学校的匠士屡屡在大赛
中崭露头角，吸引着全国职业教育界的
眼光。2017年底，江苏扬州汇川成套设
备有限公司辗转到徽匠学校招募人才，
吴晋卿以优异的表现成为扬州市职业
技能人才的“黄山外援”。

从休宁到江苏，吴晋卿的物质基础
有了明显提高，但他志不在此。扬州市
对于职业技能人才的重视、汇川公司在
硬件和软件上的实力，能有一个更高的
平台提升技艺才是吸引力。

与同龄人丰富多彩的青春相比，吴
晋卿当时的生活显得有些枯燥，都是围
着工作台与图纸、木料、机器打交道。在
汇川公司，为了备战世赛，吴晋卿接受了
更高标准更加刻苦的培训。600个日夜，
除了春节在老家呆过 3天半时间，中途未
回过一次家，想家的时候也只能和家里人
视频一会。更多的时候是寝室到教室，两
点一线，每天训练 12小时，一双手布满老
茧。

正因为有了艰苦的付出，吴晋卿的
技艺突飞猛进，中国国家队家具制作项
目专家组组长刘晓红在点评他的“万榫
之母”燕尾榫时说，已经练到了“水不漏、
光不透”的境界。

从休宁到扬州，不到两年的时间，
吴晋卿被扬州人社局破格授予扬州市
企业首席技师、江苏省企业首席技师，
并被扬州技师学院正式聘为在编教师。

从率水之滨的徽州乡村，到伏尔加
河畔的俄罗斯喀山，吴晋卿的逐梦之旅
踏得艰辛而稳健。

进军 45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征程上，
吴晋卿一路过关斩将：先后获得江苏选
拔赛第一、全国选拔赛第一、国家集训队
第一。作为中国唯一的家具制作项目选
手，他最终取得了去喀山的“机票”。

4天之内、22个小时，吴晋卿与来自
世界各地的 29 名顶尖高手一较高下。
他要完成的是一个“双门单抽实木贴皮
矮柜”，该考题难度是历届比赛中最大
的。赛场上，锯声齐鸣，木屑飞舞。测
量、切割、打磨、组装，戴着耳机和护目
镜的吴晋卿冷静沉着……

最后，高难度的考题让不少选手折
戟，30人中仅有12人完成了作品。冠军最
后被匈牙利选手获得，吴晋卿以 5分之差
与瑞士选手并列亚军。“这块银牌分量很
重，上届大赛我国该项目选手仅获第 19
名，吴晋卿创造了历史。”刘晓红说。

扬州市人社局局长范耘在评价吴
晋卿的成绩时说：“这块奖牌是扬州市
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大突破，也是‘扬

州工’走向世界的标志。我们将以此为
契机，进一步打响‘扬家匠’品牌。”

从喀山回到扬州，开学第一课，扬州
技师学院高技建装班班主任洪艳将吴晋
卿的故事讲给学生听：“只要肯努力，不
管你来自哪里，都会有别样的明天。”

从农村到学校，从休宁到江苏，从
扬州到喀山。一位山区少年，以自己
99%的勤奋和 1%的天分，以一种坚韧不
拔的匠心精神实现了华丽转身。

虽然在喀山拿到的只是一块银牌，
但其分量之重，足够振奋人心。到手之
不易，也是有目共睹。于吴晋卿而言，
比银牌更令他高兴的是，自己生长在一
个最好的时代，一个重视“匠人”的好时
代。无论是站在喀山的领奖台，还是坐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总结会，还是国
庆节观看国庆大阅兵，作为一名中国匠
人，内心有一种强大的自豪感。

他说，未来我还要继续把这条路走
下去，而且要精益求精，要把自己所学
的传授给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走上
世赛的舞台，以技报国。

从溪口农村到徽匠学校

从山村木匠到大国工匠

“以品德为根基，以敬业为习惯，以技能为资本，以谦卑为情

怀。”从溪口农村到徽匠学校，从扬州汇川到喀山世赛，一名韶华

之年的徽州小木匠，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梦想的花朵。

□ 记者 吴玉莲 程向阳 文/摄

从木工匠士到扬州讲师

从扬州逐梦到喀山圆梦

记 者 手 记

吴晋卿吴晋卿（（右右））在指导徽匠学校学弟在指导徽匠学校学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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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旺：

每天万步，“走”出城区新面貌

常年奔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每
天来回巡查不少于 100 次，他每天的
微信步数总在 2 万步至 3 万步之间，
国庆期间，甚至超过了 3 万步，他叫
陈旺，上海宗保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太
平市容组副组长。

近一米八的大个子，憨厚朴实，

却腼腆得像个大姑娘，这是陈旺给记
者的第一印象。陈旺话不多，采访中
记者问一句他答一句，但谈起自己的
工作，能明显感觉到他的热情和真
诚。

今年 32 岁的陈旺，是黄山区新
明乡人。原本在工厂上班的他，决定

改变一成不变的生活，3 年前到宗保
公司应聘，成为宗保公司的一员。工
作职责主要是对黄山区三条主干道
和一条次干道出现的占道经营、乱堆
乱放和非机动车辆乱停放等有损市
容市貌的行为进行教育和管理。由
于工作踏实、表现突出，他从一名普
通队员，被提拔为副组长，组内有 19
名成员。

陈旺所在的小组日常负责的区
域是平湖路、太平路、北海路三条主
干道以及支路芙蓉路。创城期间，他
和队员们每天奔波在黄山区的大街
小巷，协助城管整治违章建筑、劝导
不文明行为、规范经营秩序。

陈旺说，最早进入宗保巡逻时，
经常遇到不配合的市民，骂一些很难
听的话，他的脸都红到脖子根。但时
间长了，也就习惯了。随着创城工作
的持续开展，市民的文明意识和素质
也在逐步提高，也越来越理解并配合
他们的工作了。

陈旺说，对甘棠镇龙井农贸市场
的整治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原本菜
贩都习惯把菜摊在地上，为了规范市
场秩序，所有队员全天候上班，在菜

市场蹲守，禁止小贩随地摆摊，引导
他们进入划定的区域。就这样连续
干了 1 个多月，整个市场终于整洁有
序。“那段时间，队员们坐着，甚至站
着有个东西靠着就能睡着，累到了极
点。”李鹏程是陈旺所在的黄山区宗
保队队长，他说，也正是因为那个示
范点做得好，后来其他地方的农贸市
场也借鉴了这里的整治经验，管理起
来，就轻松多了。

工作中，陈旺是个踏踏实实、任
劳任怨的“老黄牛”。虽然家就在县
城，但为了配合队伍的军事化管理，
他也坚持住在公司员工宿舍，统一作
息。在队伍里，对待外地来的同事，
他就像兄长一样热情、友好。大家有
什么需要，他会第一时间伸出双手帮
忙。陈旺与商户间也很少发生争执，
遇到过激的商户，他也能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商户们也很愿意配合他的
工作。

虽然很辛苦，但陈旺说他喜欢
这份工作。因为自己的参与，让家
乡城区的面貌干净整洁、文明有序，
他 就 会 油 然 而 生 一 种 满 满 的 自 豪
感。

□ 记者 吴玉莲 程向阳 文/摄

想带烟饼、液化气罐上飞机？

黄山机场坚决说不！
本报讯 10月 14日，记者从黄山

机场获悉，该机场安检部门近期查获
两起非常见禁运物品，在对旅客进行
安全教育后，旅客最终放弃携带。

据了解，近期黄山机场安检员在
执行航班安检任务中，发现一男性旅
客随身背包图像内发现有疑似烟饼的
物 品 ，经 开 包 检 查 后 确 认 为 9 块 烟
饼。烟饼是一种极易燃、含炸药成分
且会产生大量烟雾的物品，多用于舞
台效果。一旦在飞机客舱或者货舱自
燃，将会释放大量烟雾，危害航空安
全。该旅客自称是一名摄影爱好者，
想携带未使用完的烟饼回北京。在安
检人员告知烟火制品不可随身携带也
不可托运的相关规定后，旅客表示理
解，并对烟饼做出自弃处理。

同一天，安检员在通过 X 光机图

像识别时，发现一名旅客托运行李中
有两个圆形罐状物。经开包检查该气
罐为液化气罐，是国家明令禁止乘机
旅客随身携带和托运的违禁易燃易爆
物品。据悉，该旅客是一名户外登山
运动爱好者，携带液化气罐是为露营
使用。在安检员告知燃料气罐是民航
法规明令禁止随身携带和托运的危险
品后，这位旅客当即表示遵守民航安
全规定，放弃携带。

“上述两名游客在被查获后，配合
度高，主动放弃携带，因此我们未做进
一步处理，为保证民航运输安全有序，
若出现携带违禁物品且不配合机场安
检部门的，我们将依法移交机场公安
等部门严处”。机场安检部门负责人
庄严说。

·钟 伟·

购销假冒注册商标的伪劣卷烟

涉罪严重被严惩
本报讯 近日，屯溪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一起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以胡某
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 6年 6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30000元；以犯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判处
孙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 94500元；判处吴某有期徒刑
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 47250元；判处姚某有期徒刑一年六
个 月 ，缓 刑 二 年 ，并 处 罚 金 人 民 币
62685元。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5 月，屯溪
区男子胡某在未取得烟草专卖相关许
可证的情况下，从广东的“王老板”、李
某和另一名男子处低价购买卷烟，并
通过微信转账及将钱存入指定银行卡
的方式，支付给“王老板”、李某以及另
一名男子购烟款共计 1732480元。胡
某将购买来的卷烟加价后，再销售给
屯溪区的孙某、吴某以及黄山区的姚

某等人。截至 2018 年 5 月，胡某非法
获利约 110000元。同年 5月 25日，公
安机关对他和他的亲属住处现场查获
尚未销售的卷烟共计 1276.1条。经检
验，被查获卷烟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为
伪劣卷烟。经安徽省烟草专卖局核
定，查获的 1276.1 条卷烟价值为人民
币 344681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胡某违反
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未经烟草专
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非法经营烟草
专卖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
非法经营罪。被告人孙某、吴某、姚某
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烟草专卖品而
予以销售，其中孙某销售金额数额巨
大，吴某、姚某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三
被告人的行为均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罪，依法应予惩处。遂根
据四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
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姚大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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