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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伟，男，1974年9月出生，北
京金隅琉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熟
料车间主任。

2013年初， 方伟主动请缨到
生活艰苦、治安差、疟疾频发的尼
日利亚承担项目经理。次年，方伟
团队成功打败享誉国际的史密斯
团队，重新拿到3年的保产和调试
合同。 3年多来， 他负责4条日产
6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和500余
名职工的全面管理， 圆满完成任
务，赢得总包方和外方业主赞誉。

北京榜样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 或关注 “北京榜样” 微信公众号。（2017年6月第2周）

路见不平仗义出手 投送22万件包裹零误差 以敬畏之心送走逝者 见证第一现场的新闻女杰
吴跃， 男， 1985年3月出生；

郑伟， 男， 1973年6月出生,北京市
环丽清扫中心职工。

2016年8月22日， 郑伟、 吴跃
正进行洗地车加水作业， 忽然听到
一女士呼喊说有人抢夺了她的挎
包。 郑伟帮助该女士拨打110， 吴
跃火速追赶百余米将嫌疑人摔倒在
地。 随后， 二人将其交与警察。 可
实际上郑伟的心脏还安有两个支架。
事后， 他却说没顾上多想， 就是不
能让坏人得逞。

宋学文， 男， 1982年7月出生，
北京京东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快
递员。

投送22万件包裹零误差， 总里
程绕地球8圈之多， 快递小哥宋学文
2017年获得首都及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 他恪守客户至上原则， 总结出
上下午派送的不同规律， 还会自行
判断轻重缓急 ， 将紧要的优先派
送。 他曾在两千多包裹中翻出客户
要在半小时拿到的急件， 并冒雨送
出， 回来时全身湿透。

卫艳茹， 女， 1985年9月出
生， 大兴区殡仪馆殡仪服务员。

卫艳茹敬畏生命， 她用周到
的服务送走逝者， 再苦再累再委
屈也心甘情愿。 一次主持告别仪
式后， 逝者的白发母亲拄着拐杖
深深地给她鞠了一躬。 10年来，
她安抚了无数悲伤的心灵， 也沉
积出对殡葬文化的独到思考 ；
2011年， 她参与撰写的 《创新殡
仪文化载体》 一文荣获 “民政部
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奖”。

颜葵， 女， 1973年8月出生，
北京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

汶川大地震 、 青海玉树地
震、 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 北京
“7·21” 暴雨……从业20年 ， 面
对各种天灾人祸， 颜葵都是第一
时间赶赴现场， 发稿量和A稿量
长期名列前茅， 多次获得各类奖
项。 她还常年为重病儿童奔走呼
吁 ， 联系医院 、 筹款 ； 秉持正
义、 不顾危险深入调查揭露各种
黑幕。

卫艳茹 颜葵宋学文吴跃、 郑伟 方伟
实干扬威名西非写传奇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温莹莹

———记天安门环境服务中心调度肖晨

践行使命 让天安门更美丽

技能有水平， 工作有方法 ，
管理有思路。 在同事眼中， 他是
“专家”， 车辆上、 工作上有了啥
问题， 问他都能解决； 在领导眼
中， 他是 “多面手”， 司机、 车
管、 调度， 啥都会干。 自2008年
来到天安门环境服务中心， 他就
深深爱上了这片热土， 用自己的
青春和热情， 践行着 “城市因我
更美丽” 的诺言， 他就是北京环
卫集团北京机扫公司天安门环境
服务中心调度肖晨———国庆60周
年环卫服务保障先进个人， 北京
奥运会、 残奥会环卫保障个人嘉
奖， 环卫集团 “优秀共产党员”。
他所带领的班组以第一名的好成
绩荣获环卫集团 “优秀时传祥班
组” 称号。 2016年， 他被评选为
“感动北京城市人物”。

技术能手
“干好工作是我的使命”

“天安门是祖国的窗口 ， 把
这儿的环境卫生工作干好， 是我
们的使命！” 2008年， 肖晨正式
来到天安门环境服务中心， 工作
在 祖 国 心 脏 的 责 任 感 和 使 命
感 ， 让他下定决心 ， 一定要把
工作干好。

打开启动开关， 选择转速 ，
打开喷子， 简单明了的操作流程
让这台纯进口的布赫20吸扫车运
行起来轻松简便。 这份流畅的背
后， 凝结着肖晨无数个日夜的心
血。 刚接触这种车型时， 数十页
纯英文的说明书让大家犯了难，
肖晨自告奋勇， 主动担起了熟悉
车型的担子。

为了将车辆调整到适应天安
门地区作业需要的模式， 他结合
天安门地区石板路面和游人众多
的实际特点， 反复调试车辆， 并
和瑞士厂家的工程师加强沟通，
亲自上阵翻译说明书， 无数次上

车演练。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 他
熟悉 、 掌握了布赫20的所有性
能， 并实现了自主编程， 将作业
模式固化下来。

从马其奥扫车 、 凯驰洗地
车 、 电动垃圾车 ， 到坦能洗地
车、 亚洁扫车、 新能源作业车，
他熟练驾驶并熟悉天安门地区每
一代作业车， 是名副其实的 “车
管家”。 为了带动周边人一同进
步， 他化身 “小教员”， 将自己
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同事， 并亲自上车指导操
作 ， 直到大家能够熟练掌握要
领。 2011年， 经单位推荐， 他参

加驾驶员技师考试， 并成为同行
的十几个人中唯一一个通过考试
的学员。

调兵遣将
独特 “秘籍” 排兵布阵

调度， 尤其是在天安门环境
服务中心担任调度， 是一个费精
力、 费脑子、 对个人综合素质要
求高的活儿， 不仅需要熟练掌握
车辆性能、 作业工艺， 还要清楚
每个区域、 每项作业的特点， 才
能合理的 “排兵布阵”。

面对每天数十万甚至近百万

的客流量和众多重大活动， 他不
断总结天安门地区作业特点和作
业经验， 归纳出天安门地区环卫
作业 “两强三多” 的特点， 即政
治性强、 代表性强， 游人多、 重
大活动多、 护栏多。

针对这些特点， 他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调度 “秘籍”： 抓住重
点、 因人派车、 人机配合。 抓住
重点， 即抓住旗杆周边、 毛主席
纪念堂周边、 安检口等人流量密
集的重点区域； 因人派车， 即根
据客流量的大小， 分别选择大、
中、 小型不同种类的作业车进行
作业 ， 实现 “多兵种 ” 联合作
业； 人机配合， 即大面积的机械
作业和网格化的人工作业相结
合， 对整个作业区域进行无死角
的覆盖。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 2009
年国庆60周年庆典、 2015年 “9·
3” 阅兵等大型活动， 到每年五
一、 十一， 经历了大大小小多少
次活动， 肖晨自己也数不清了。
重大活动和重要节假日的环卫
保 障 工 作 ， 参与人数多 、 影响
力大， 对环卫作业质量、 响应速
度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用肖
晨 的 话说 ， “脑子里那根弦时
刻紧绷着”。

2015年 “9·3”阅兵第四次全
要素演练时，凌晨四点天降大雨。
为了防止升旗路线的红毯被淋
湿，红毯上铺盖了一条长220多米
宽近20米的塑料布。凌晨五点半，
中心接到通知， 要求30分钟内完
成塑料布的清理工作。时间紧、任
务重，肖晨迅速响应，调派2辆压
缩车、30名应急队员、26名保洁员
5分钟内抵达清理现场。

塑料布本身体积就大， 上边
还布满了积水， 如何既快速有效
将塑料布清理干净， 又不造成红
毯的二次淋湿呢 ？ 面对这一难
题， 肖晨采取分段收集的方法，

安排15名队员清理旗杆区域的塑
料布， 安排41名保洁员清理升旗
路线的塑料布， 采取了将塑料布
整体平移到红毯西侧， 再将塑料
布拖拽至广场北侧用压缩车进行
挤压收集的方法 。 塑料布分量
重， 他下手和大家一起拽， 衣服
全被雨水打湿了。 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 不到20分钟， 塑料布就
全部清理干净， 未造成一处雨水
遗洒。

学无止境
工作需要是他前进的目标

“在天安门工作， 是一份荣
誉， 更是一份责任， 环卫事业发
展越来越快， 车辆越来越先进，
市民对环境卫生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 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为了这份责任， 他不断给自己加
压， 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能力。

肖晨同时还担任作业二班的
班长， 他带领所在班组积极参与
环卫集团 “时传祥班组” 创建活
动， 从安全生产、 基础管理、 民
主管理、 精神文明建设等7个大
项34个小项规范了班组管理工
作， 并形成了 《班组管理手册》
《员工手册》， 他所带领的班组以
第一名的成绩荣获环卫集团2016
年 “优秀时传祥班组” 称号。 他
坚持自学， 顺利考取本科学位；
他在工作中不断创新， 先后参与
清洗广场工艺创新、 小型作业车
工艺改造等多个技改技革项目。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 冲锋
在前是我的责任。” 无论是在日
常环卫作业中， 还是在防汛、 扫
雪铲冰等应急作业中， 又或者是
在重大活动环卫保障中， 他都主
动放弃休假， 冲锋在作业一线，
以实际行动带动影响着周边的同
事， 让鲜红的党旗在天安门广
场高高飘扬。

奖章背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