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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消防支队太师屯中队指导员王庭瑞：

携笔从戎 扎根深山救援一线
值得认识的

北京人

密云消防支队太师屯中队指导员王庭瑞是一位皮肤黝黑、肌肉健
壮、身板笔挺的硬汉，他扎根大山，带领中队担任山岳救援的重要任
务。 刚刚过去的长假，他刚刚完成救援一名在深山走失的八旬老人的
任务，但对自己的小家却无暇顾及，已经两岁的女儿从出生到现在，他
只见过 3 回。 他说，全中队 36 名队员都一样，不少已经服役多年的老
兵甚至还没有逛过北京市区，每年退伍季都有老兵称，自己的心愿是
去天安门广场转转，看看自己保卫了这么多年的北京城。

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
10 年提供 30 万次咨询
去年 11 月， 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 12348 法律咨询综合服
务平台正式启用，形成以电话、网络、微信三位一体的为民服务
新模式，市民可通过多个渠道随时随地提出法律问题，获得专业
律师的免费解答。在打造法律咨询综合服务平台、全方位提供便
捷法律服务的同时，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情系弱势群体，为他们
撑起一片天。 自 1997 年 6 月正式挂牌开展工作以来，共办理法
律援助案件 3 万余件，接待来访、来电法律咨询的群众达 30 万
余人次，为受援人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达 1.7 亿元。

为群众节省咨询费用 380 余万元

王庭瑞（左）带领队员救援走失老人现场。 受访者供图

携笔从戎 新兵菜鸟终成硬汉

2005年，王庭瑞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内蒙古农业大学，入学刚一
年，便携笔从戎参军入伍。当时因
为这事他还跟父母起了争执。他告
诉记者，做出这个决定，源于对军营
的向往，自己也想成为一名军人。
2006年 12月，他如愿以偿，
走出象牙塔，成为北京市公安消
防总队的一员。刚入伍的时候，皮
肤白皙稚嫩的王庭瑞在老兵们看
来就是名副其实的“小鲜肉”。新
兵训练就让他感受到作为一名消
防战士的辛苦。现在回忆起来，王

庭瑞还说：“3000米、板障、拉梯、
单双杠、水带……每一次训练都
像在过关，每天超负荷的训练让
我吃不消。”
但秉持着“不抛弃、不放弃”
的精神，他从新兵“菜鸟”逐渐成
长为大家公认的“上进兵”“潜力
股”，并于 2008年考入廊坊武警
学院。2011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
现在所在的密云消防支队太师屯
中队，从排长做起，现在成为中队
的指导员。
戴着眼镜的王庭瑞谈吐斯文

内敛，“书生气”还在，但硬汉之
称绝非徒有虚名。廊坊武警学院
毕业后，他参加了当时总队组织
的打造铁军集训，在之后的军旅
中，先后多次参加总队的集训工
作，被评为岗位练兵比武能手、铁
军优秀教官等。
如今的王庭瑞已经成了队伍
里的标杆，官兵们的“小教头”。训
练场上，体能训练，他永远冲在第
一个；业务技能训练，他以身作
则，操作示范。因业务过硬，王庭
瑞被冠以硬汉头衔。

国庆假期 连夜搜寻走失老人

太师屯中队所在地四面环
山，与其他消防中队相比，山岳救
助任务自然要更重一些，危险也
更大，需要救援人员拥有更加过
硬的身体素质和救援技巧。在执
勤备战中，除了日常科目的操练，
王庭瑞还要组织官兵学习山岳救
助理论知识，山岳救助器材也要
进行检查保养。
“越是节假日，越是意味着责
任与担当。”王庭瑞说，刚刚过去

的国庆假期，10月 4日 19时 23
分，太师屯镇流河峪村一名八旬
老人走失。接警后，他带队前往救
援。山区的夜晚，静、黑、冷，山中
枯枝杂草、荆棘密布，稍有不慎，
便有跌入深沟的危险。老人患有
轻度的老年痴呆，亲戚朋友也不
清楚去向，更是加重了救援难度。
夜幕下，他一马当先，领军前行，3
次拟定救援方案，一路寻找蛛丝
马迹，最终通过查找一处民房摄

像头，捕捉到老人的踪迹，分析老
人可能是走进了大山。
崎岖的山路中，他带着队伍
一路向前，用扩音器一遍遍呼喊
着“老人家”，每喊一句，都会驻足
几秒侧听“回应”。终于在当天 22
时 10分许，锁定区域，通过地毯
式排查，在一块大石旁找到老人。
10月 9日，村民送来一面印
有“忠于职守 为民服务”字样的
锦旗表示感谢。

无暇顾家 两岁孩子只见过 3 回

一心扑在岗位上，家里的事
儿也就操心的少了。王庭瑞的妻
子在陕西西安，从女儿出生到现
在 2岁，一家人团聚的日子屈指
可数。提到这些，王庭瑞有些哽
咽，他顿了顿，
“加上孩子出生那
次，我们也就见过 3回。说起来惭
愧，基本上女儿每一阶段的成长
我都错过了，只能抽空通过视频
看看孩子。”
即便是每年休假回家，也只
能错开节假日和重大安保期间，

“一般能回家待十几天，妻子也得
正常上班，所以有时候看着别人
全家出游很羡慕，这对我们来说
就是奢求。”
6月 6日是他和妻子结婚满
三周年的日子，6月 10日又是女
儿生日，但因脱不开身，他都没能
回家，
“妻子上一次来队里，也是
两年前的事儿了”。
王庭瑞说：“ 我们全中队 36
名队员都一样，山里驻扎条件是
艰苦一些，平时到镇里采购日用

品，来回一趟最快也要两个多小
时。”不少已经服役 5年、8年的
老兵甚至还没有逛过北京市区，
每年退伍季都有老兵称，自己的
心愿是去天安门广场转转，看看
自己保卫了这么多年的北京城。
不过，王庭瑞深知，既然选择
加入消防队伍，就要担负起保卫
一方的任务，“ 来到了太师屯中
队，扎根大山，守护大山，是这支
队伍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晨报记者 张静姝

北京市 12348法律服务
专线于 1999年开通，2004
年又开通了北京市法律援助
网在线法律咨询平台。长期
以来，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
依托这两个平台为群众提供
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为积极打造“互联网 +
法律援助”工作模式，2016
年 11月，北京市法律援助
中心正式启用 12348法律
咨询综合服务平台，将北京
市法律援助网在线咨询、
“北京法援”微信公众号接
入平台，实现了同一平台上
电话、网络、微信时时解答
咨询。同时，“ 北京法援”公
众号正式上线运行，实现法

律援助信息推送、微信法律
咨询和法律援助预约申请
等功能，进一步满足了网
民，特别是微信用户的法律
咨询需求。
目前，该平台共开通 31
个人工坐席，含 13个市中心
电话咨询坐席、16个区电话
咨询坐席、1个网络咨询坐席
和 1个微信坐席。自 2016年
9月试运行以来，截至 2017
年 5月 20日，市民呼入总量
为 280946人次，总服务时长
为 12754小时，总体满意度
为 93%。按目前北京市每小
时法律咨询费 300元的最低
标准计算，至少为咨询群众
节省费用 380余万元。

为农民工讨回 15 万元被拖欠工资

2015年夏天，赵占彬
等 15名农民工向北京市法
律援助中心求助，投诉在北
京承建工程的武汉某公司
拖欠工资。这些农民工原系
公司聘用的司机，承担混凝
土运输工作。2013年 8月
31日至 2014年 8月，他们
被公司安排待岗，但未按本
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待岗
工资。为此，双方发生劳动
争议。
王佳律师接受北京市法
律援助中心指派后，第一时
间约见了赵占彬等人，详细
了解案情，并对这 15名农民
工进行安抚，防止他们采取
过激行为。此案的关键点在
于工人待岗期间是否与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为此，在仲裁
立案前，承办律师指导农民
工进行了调查取证，收集了
部分证据材料。开庭时，公司
断然否认让农民工待岗的事
实，并称“农民工系旷工”。该
案先后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一审、二审法院审理，最
终支持了 15名农民工的诉
讼请求。
后因公司拒不履行判
决，承办律师代为申请执行。
两年内，律师协助法院做了
大量调查取证工作，最终法
院扣押了公司 15万元案款，
并及时发还给 15名农民工。
为表达感激之情，农民工们
献上“法律援助 百姓靠山”
的牌匾。

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 1.7 亿元

据介绍，自 1997年 6月
正式挂牌开展工作以来，北京
市法律援助中心共办理法律
援助案件 3万余件，接待来

访、来电法律咨询的群众达
30万余人次，为受援人挽回
直接经济损失达 1.7亿元。
北京晨报记者 颜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