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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实习记者 赵思远 文/摄

□本报记者 盛丽

清晨， 公路和街道上还没那
么熙熙攘攘， 北京燃气集团三分
公司运行维护二所的职工们早已
整装待发。 早已是 “燃气集团内
训师 ” 和 “技能大赛优秀工作
者 ” 的刘慧权照例一早来到单
位， 换上工作服， 坐上工程车，
按照已经计划好的工作流程， 开
始了一天的任务。 刘慧权是所里
的安全员， 2017年荣获首都劳动
奖章称号。

接近30年的工作生涯， 刘慧
权和 “安全” 二字较上了劲。 风
吹日晒、雨雪交加，处处都有他检
修的身影； 春夏秋冬、年复一年，
时间的打磨没有让他退缩半步。
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 他
发散思维、 推陈出新， 将一个又
一个新方法和新发明应用到各个
环节； 对自己从来都不满足的他
带头学习、 传道授业， 让更多的
职工在业务上更上一层楼。

时刻善于学习的安全卫士

记者跟随刘慧权的班组来到
一所位于小区内的调压站， 干净
整洁的调压站内， 各类仪表和设
施清晰可见。 刘慧权十分娴熟地
向记者介绍每种设施的名称和功
能、 各类仪表的检测方法、 正规
细致的检测维修流程以及如何及
时发现风险并解决问题。 “我的
岗位是安全管理岗， 时刻保证用
气安全是我的职责， 所以在业务
上我必须做到炉火纯青。”

刘慧权在工作中十分重视对
业务知识的学习， 他认为不断地
学习能让他时刻找出自己存在的
不足， 并通过实践去完善自己，
积累丰富的安全生产经验。 在对
己的严格要求下， 小到调压器零
件的规格 ， 大到抢修工作的组
织， 他都能按要求一字不差地说
出来。 有些规范并非一成不变，
刘慧权还必须时刻查阅书籍和资
料更新自己的业务知识， 保证万
无一失。

安全督察是安全员的重要职
责之一， 因此在生产作业现场、
施工配合现场和紧急抢修现场，

无论白天还是深夜总能看到刘慧
权的身影。 “不管是临时接到的
紧急抢修业务， 还是在工地的施
工配合， 安全员的工作都不像想
象的那样简单。” 他说。

“例如 ， 有时和用户打交
道 ， 涉及到一些违章建筑等问
题， 你和他们说了他们未必会当
一回事， 所以必须经常检查、 反
复交涉 ， 直到符合安全标准为
止。” 作为管理人员， 刘慧权不
仅能及时指导班组开展工作， 协
调各班组间的问题， 还能将班组
工作情况第一时间向所里反馈，
推进各项安全工作的有序开展，
成为了领导的 “左膀右臂”。

为企业培养人才的大工匠

在 2015年 “调压工技能大
赛” 中， 运行维护二所职工顺利
入围燃气20强； 同年的 “北京市
市政市容系统第四届有限空间作
业比武大赛” 中， 刘慧权带队荣
获大赛优秀奖； 在市级有限空间

技能总决赛中， 运行维护二所的
精兵强将荣获了团体第四名的好
成绩。 这些荣誉的获得， 跟刘慧
权的细心和努力是分不开的。 一
次， 在对职工进行调压技术培训
的过程中， 刘慧权发现模拟调压
实操基地设备与技能大赛设备不
同， 提出了对所调压培训基地进
行配套改造的合理化建议， 使其
更有利于职工培训， 提高了职工
技能水平， 提高了大赛成绩。

2009年6月初 ， 刘慧权被聘
为燃气学院客座实操高级讲师、
北京市技能大赛高级裁判和学院
高级考评员， 走上了为燃气企业
培养高技能人才之路。 从2011年
开始， 所里一线职工的培训工作
全部由刘慧权负责， 从调压到管
线， 他每年培训考核侧重点都不
尽相同， 不断修复职工技术薄弱
环节。

刘慧权工作室成立以来， 他
更是紧密结合每年的劳动竞赛主
题， 提前制定培训计划， 全面培
养职工的综合素质。 在他的精心

指导下， 运行二所在每年的技能
大赛中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只有大家的能力提升了 ，
工作才能有效开展。” 所以， 刘
慧权经常在工作之余对新员工进
行培训， 同专业、 跨行业地带头
学习新知识。 2015年， 他组织职
工前往高压公司大兴北高压B站，
与高压公司管片班长进行学习交
流， 提高了职工对上游燃气输配
方式的认识， 培养了学员的管理
创新意识。 2016年， 他带领一线
职工来到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
高国栋创新工作室参观学习， 让
职工触类旁通地学习到创新工作
室的管理方法和模式， 得到很多
启发。

用创新带动效率的发明家

方便职工携带、 有效提高工
作效率的直埋闸井截门开关通用
扳手； 增加了施工方式、 压力级
制、 保护措施等八项内容， 实现
班组和所部两级对施工配合监护

的 《施工配合现场监护单》 ……
凝结了刘慧权的心血的一项一项
创新发明， 将 “工匠精神” 体现
得淋漓尽致。 在工作中， 刘慧权
有思路、 有想法， 考虑问题细致
严谨， 在本职岗位上实现了诸多
突破。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职工创新
工作室紧密围绕所部主营业务开
展研发创新 。 “创新来源于实
践， 是我们不满足于当前的工作
方法或效率 ， 谋求改善的新思
路， 所以创新来源于工作中千百
次的实际体会， 根本不是说说那
样简单。” 刘慧权介绍， 通用扳
手研发成功之前， 他整合了各种
规格的塑料和钢质截门， 工作量
很大， 十分有难度。 而他增添了
内容的安全监护单， 也是经过无
数次观察和实践的成果。

“创新是为了更好的工作 ，
我们不能为创新而创新， 这些新
发明必须对我们的实际工作有帮
助， 那才是硬道理。” 刘慧权始
终坚信只有创新才能带动企业更
好发展， 所以在工作中他十分重
视培养职工创新能力， 强化职工
的创新意识。

针对以前抢修方案比较繁琐
的问题， 刘慧权与学员重新制作
了现场抢修综合大方案， 添加了
现场概况、危险源辨识、抢修作业
中发生的应急救援方案等内容，
有效提升了工作效率。 针对数据
台账多储存在电脑中， 无法立刻
准确地提供最小控压单元、 站箱
负荷表、 管线台账、 站箱井台账
等数据的问题， 刘慧权与学员经
过反复尝试， 最终实现了在工作
中可以随时准确查看站箱负荷
表、 管线台账等数据的效果， 并
且能随时随地修改或完善这些数
据， 使工作开展起来更加连贯。

在学员的眼里， 刘慧权始终
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 在岗位上
不断强化业务、 谋求创新， 这位
深深扎根在基层的 “工匠” 发明
家也在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时
刻要求自己， 用乐于助人、 迎难
而上的实际行动， 感召和带动周
围更多的职工进步和发展。

———记燃气集团三分公司运行维护二所安全员刘慧权

王铁军：舍己为人 勇救三名落水者
2016年9月16日下午 ， 三名

男青年在顺义区箭杆河边钓完
鱼， 准备开车回家， 在倒车掉头
时， 不慎滑落下3米多高的堤坝，
掉入两米多深的河水中， 车辆被
水流冲到河心， 迅速下沉， 车中
人员大呼救命。

当时情况万分危急， 岸边虽
然聚集了几十个人， 但没人敢轻
易下河救人。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
会综合司副处长王铁军和家人乘
车途经此地， 刚好见到这惊险一
幕。 他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冲下
车， 脱掉身上衣物， 毅然跳入水
中， 快速游到了下沉车辆跟前。

此时河水不断渗入车内， 车
身也被淹没了大半， 坐在驾驶位
的男青年可能受到碰撞， 已处于
半昏迷状态， 坐在后座的两个男
青年正在拼命往车窗外爬。 王铁

军先游到驾驶位一侧， 试图将车
门拉开， 发现车门已锁死后便通
过车窗奋力将男青年拉出车外，
拖着男青年游到河边。 随后， 他
又迅速游向车辆， 把另外两个已
爬出车外的男青年一一拖拽上
岸， 带离险境。

由于河水太深， 河底有大量
淤泥碎石， 车辆离河岸有十四五
米远的距离， 加之三个身体健壮
的男青年都不会游泳， 在这样的
状况下， 王铁军不顾安危、 只身
下河救人， 如此往返河中三次，
就是在拼命。

在将第三个男青年推到岸边
后， 他几乎用尽了全部力气， 身
体被割刮得到处都是伤痕， 腹内
吸入了大量脏水， 随即晕倒在水
里， 幸亏被岸边人员救助后拖上
岸。 随后， 围观群众纷纷拨打电

话救援报警 。 １２０、 １１９、 １１０有
关人员相继赶到现场。 王铁军和
被救三人被救护车及时送往顺义
医院， 经过几个小时的救治才逐
渐苏醒脱险。

王铁军的救人行为得到了在
场群众、出警民警、医护人员的高
度评价和一致赞赏。 他们竖起大
拇指赞扬他只身一人在深水中一
下子救了三条命。 不少人还纷纷
联系媒体， 希望能宣传报道这件
正能量的事情。

媒体得知此事后， 多次联系
王铁军和他的家人， 都被他们婉
言谢绝。 王铁军觉得自己做的事
情很平常， 是任何一个接受多年
教育的党员干部遇到了都会去做
的事情， 没什么太多可说的， 不
需要特意宣传报道。

而被救的三人身体恢复后一

直想去看望王铁军， 以表达感激
之情， 但被他多次婉拒。 三人多
方打听才了解到他的工作单位，
并专程前去拜访， 想送去感谢信
和锦旗以及10万元感谢金。 但王
铁军却谢绝了他们的感谢金。

直到三人登门致谢时， 王铁
军的单位才知道他挺身而出、 勇
救落水群众的事迹。 为此， 单位
专门发文对他的行为进行了通报
表扬， 并号召大家学习他这种舍
己为人的救人精神。 顺义民政局
得知他的事迹后， 认定他的行为
属于见义勇为， 并向他颁发了见
义勇为人员证书。

奖章背后的故事

与安全隐患较劲的工匠发明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