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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敏

近日，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
接到一起警情：泗门镇发生了一起
交通事故，到底是故意伤害还是意
外事故，双方当事人对此各执一
词。于是，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技术
中队中队长——法医马祥涛带着团
队人员来到事故现场。凭借多年的
工作经验以及现场遗留的蛛丝马
迹，他们判断出驾驶员当时是加速
行驶撞向对方的，案件性质由此发
生了变化。

马祥涛今年37岁，2010年参
加公安工作，法医学专业硕士研究
生学历。作为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技
术中队的一名法医，马祥涛凭借自
己专业老道的技术、细致入微的办
案手法以及矢志不忘的初心，在一
起又一起疑难命案中进行现场勘查
和检验鉴定，为破案发现了一处又
一处的关键线索。

“为公正而鉴定，为法理而发
言。”这是马祥涛所概括的法医工
作的意义所在。

2017年，马祥涛接手了一起
疑难案件。死者是一名28岁的女
子，据其丈夫叙述，妻子在上厕所
的时间摔倒昏厥，经送医后不治身
亡。医院医生在死者身上发现了可
疑伤痕，遂报警。警方经过调查，
认为死者的丈夫具有作案嫌疑。其
他县市的同行（前辈）提出了相同
的鉴定意见。但是，马祥涛根据现
场遗留的痕迹，提出了死者属意外
窒息的论点，并据理力争。“死者
最明显的损伤特征就是颈部损伤，
呈倒圆弧状，且有向下滑动的迹
象，与徒手或持物扼压颈部向后向
上施力不同，是死者生前在丧失意
识的状态下向前扑倒并砸压厕所内
的塑料桶所形成的。”最后，尸检
结果证实该女子系癫痫发作导致意
外窒息死亡，还了其丈夫清白。

“法医工作，越做越‘胆小’，
越做越谨慎。”马祥涛认为，法医
这份职业，追求的不是无上荣光，
而是不出错。“不出错”仅仅三个
字，却字字犹如千钧重。“在你这
里，只是一个差错，在当事人或者

其家属那里，就是天大的事情。因
此，现场勘查也好，检验鉴定也
好，我都抱着再仔细都不为过的想
法，务求还原事实的真相。”马祥
涛说。

去年，我市发生了一起肢体冲
突案件。冲突中，一妇女受伤报
警。在警方调查时，该妇女称右膝
部受伤，不能活动。由于伤者伤情
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定性，对该妇女
伤势的鉴定就显得尤为重要。技术
中队主办法医在办案过程中发现，
该妇女极度不配合法医检查，只是
一个劲地坚称她的膝盖不能弯曲，
在法医面前，坐着伸膝10余分钟。

马祥涛认为，如果该妇女不配
合，就要采用法医多次检查，必要
时上门检查、生活观察、全程录音
录像等手段固定证据。就是这10
余分钟里，马祥涛和法医团队的其
他人记录到了该妇女肌肉紧绷的状
态，据此判断出其为主动绷直膝
盖，而不是膝关节受损导致的被动
僵硬。最终，该妇女夸大伤情的伪
装被识破。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从初出
茅庐的新手法医蜕变成火眼金睛的
破案幕后英雄，马祥涛用了12年
的时间。其间，他付出了常人难以
想象的心血和代价。

近年来，马祥涛也获得了诸多
荣誉：2013年2月和2014年12月
被市公安局嘉奖；2015年、2016
年和2021年被市政府嘉奖；2017
年被市政府授予三等功；2020年
被评为市优秀人民警察；荣获第七
届全省公安机关刑侦破案能手。

法医技术的不断进步，可以说
是“丰富得以前不敢想象”。尽管
如此，马祥涛还是提出了不要过度
依赖现代技术的观点。“人具有主
观能动性，各行各业都一样，最宝
贵的不光是技术的革新，还有经验
的积累。”正是因为如此，马祥涛
常常从个案中进行总结和积累，让
上一起案件的经验变成下一起案件
抽丝剥茧寻获真相的关键钥匙。

这是马祥涛矢志不忘的初心，
也是他在法医行业“深耕细作”的
动力所在。

法医马祥涛：抽丝剥茧寻真相

近日，市红十字极速救援队
成员在众安时代广场进行心肺复
苏讲解和现场示范。当天，市红
十字会在众安时代广场开展了应
急救护培训活动，普及急救知
识，提高市民自救互救的能力。

记者 黄静波摄

应急救护培训

本报讯（记者 陈福良） 近
期，一男子频繁出现在泗门镇工业
功能区内的共济路、四海大道两
侧，违规在墙上、电线杆上张贴大
量“小广告”，给当地市容环境卫
生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对此，泗
门镇相关部门联合当地公安机关，
组织人员在“牛皮癣”张贴较为集
中的点位蹲守，一举抓获了一名非
法张贴小广告的当事人。最终，当
地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了行政拘
留三日的处罚决定。这名当事人懊
悔地说：“我已经深刻认识到自己
的错误，现在感到后悔莫及！”

这是泗门镇强化“三个坚
持”，重拳出击整治“牛皮癣”的
突出案例。

泗门镇坚持源头疏导，利用各
村（社区）信息公告栏、电子显示
屏、“泗门发布”微信公众号等载
体，广泛宣传张贴“牛皮癣”的负
面影响和违法后果，引导群众在楼
宇电梯间指定位置和村（社区）大
楼、文化礼堂等信息公告栏规范张
贴广告信息。其间，该镇还开通了
举报热线，鼓励群众主动举报随意
张贴“牛皮癣”的违法行为，营造
良好的社会氛围。今年以来，该镇

共发布宣传信息1500余篇次，接
到群众举报12次，设置信息公告
栏280余处。

泗门镇坚持清理整治，招标引
进第三方公司对全镇12条主要道
路“牛皮癣”进行全面清理，并定
期开展巡查，发现一处清理一处。
在扎实推进文明共建大作战大提升
行动中，该镇发动镇村两级党员干
部、社会志愿者等力量，分片包
干，每周清理整治环境卫生，着力
提升镇容镇貌。今年以来，该镇共
开展志愿清扫活动180余次，参与
人数超过 4300 人次，累计清理

“牛皮癣”1万余处。
泗门镇坚持刚性执法，成立了

镇综合行政执法队、环卫所、派出
所等部门参与的工作专班，明确工
作职责、任务分工，建立清除查
处、联合执法等机制。镇综合行政
执法队加强日常执法巡查，经常在
镇工业功能区和光明路、汝湖路精
品示范线等“牛皮癣”张贴较为集
中的点位蹲守，一旦发现立即整
改，对拒不整改的进行依法查处，
情节严重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目前，该镇出动执法力量45次，
批评教育11人，立案查处7起。

坚持源头疏导 坚持清理整治 坚持刚性执法

泗门镇重拳整治“牛皮癣”

凡人风采

本报讯 （记者 赵静 通讯
员 毛兴富）“本来我要到城区的
车行里去办理，现在直接在家门口
就可以办理，不但方便而且还节省
时间。”近日傍晚，朗霞街道龙王
堂村村民张阿姨咨询了相关政策
后，开心地挑了一辆“国标车”。

为有序推进非标电动自行车提
前淘汰置换工作，朗霞街道通过手
机短信和人工喊话的方式，通知龙
王堂村的村民到村委会办理具体事
项。当晚，龙王堂村委会大院内热
闹非凡，不少村民纷纷来到现场。
工作人员在现场宣传相关政策，为
村民们答疑解惑，号召他们积极参
与淘汰置换活动。同时，现场还有

电信等多个单位的工作人员为村民
办理提前淘汰非标电动自行车所能
享受的优惠与福利。

据了解，朗霞街道目前备案的
非标电动车共有2.4万余辆。由于
不少行政村地处交通要道，因非标
电动自行车引发的各类安全问题突
出、事故频发，淘汰置换工作迫在
眉睫。为尽快给村民的出行装上一
把“安全锁”，该街道在广泛做好
宣传发动工作的同时，联合电信部
门和电动自行车商家在各村深入开
展置换工作，送服务到村民家门
口。第一站在龙王堂村展开，接下
来还将在12个村1个社区陆续推
开。

朗霞街道有序推进非标电动
自行车提前淘汰置换工作

本报讯（记者 俞丽丹 通讯
员 李秀君）“经过这几天在越瓷
坊的学习，让我更好地了解了越窑
文化的传统魅力，感悟到中华传统
文化的博大精深，古人的聪明智
慧、历史人文感染着我。”近日，
在河姆渡越瓷坊，来自宁波工程学
院的一名学生在参加完为期一周的
越窑文化学习后这样说。

为继承和发扬好越窑文化，使
越窑青瓷得到很好地传承和发展，
由宁波工程学院、市社会科学联合
会、市文化馆主办，在河姆渡镇文
化站牵头下，宁波工程学院2021
级社会实践活动在河姆渡越瓷坊举
行。

此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以“乡
村振兴韶光行·文化传承时代忆”
为主题，在越瓷坊内的非遗体验

馆，首届省工艺美术优秀人才、宁
波市工艺美术大师、余姚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越窑青瓷烧制技艺代表性
传承人范江明从中国的陶瓷、河姆
渡文化的陶器到越窑青瓷的历史沿
革、工艺特点、总体特色、制作流
程等进行了系列讲解。学生们专心
致志地聆听，在了解越窑文化的同
时深刻体会到了越窑文化的魅力。

“跟你们分享越窑文化我感到
很快乐，希望能有更多的学生参
与到越窑文化的传播中来，普及
和推广越窑青瓷烧制技艺，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范江明表示，开
展这样系统性的培训，对越窑文
化的普及、推广和传承具有很大
意义，让越窑青瓷后继有人，代
代相传。

宁波工程学院学子
来姚感受越窑文化

本报讯 （通讯员 赵展专）
“七一”建党节来临之际，大岚司
法所、浙江舜联律师事务所的5名
党员志愿者走进大岚镇雅庄村，为
村里55名党员送上了一份特别的

“七一”礼物，也为美丽雅庄建设

注入法治力量。
活动当天，大岚司法所和浙江

舜联律师事务所的党员带着民法
典、法律援助法、防范养老诈骗等
宣传手册进行流动普法宣传，现场
为村民解决法律问题。

大岚司法所流动普法进山村

近日，市自来水公司听漏人员反映城区玉立路63号附近的人行道下
面有漏水声。于是，该公司抢修班组立即带齐机械设备赶往现场，他们发
现 DN400 水泥管存在破损。由于漏点两侧是行道树，无法使用大型机
械，抢修人员轮番上阵，顶着烈日对漏点周围的覆土进行人工挖掘。经过
近3小时的不间断作业，抢修人员终于顺利找到了漏点。在清理水管后，
他们采用哈夫节包住漏点，从而解决了这一漏水问题。通讯员 陆佳男摄

抢修漏水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