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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郑伟和吴跃是北京市环丽清
扫中心的职工， 去年12月23日两
人获得西城区民政局颁发的 “见
义勇为” 奖牌和荣誉证书。 今年
4月18日， 两人又获得 “感动西
城” 2016年度人物奖。 为何两位
职工会获得这些奖项？ 事情还要
从去年8月， 两人在路上遇到的
一件事说起。

去年8月22日下午3点， 郑伟
和吴跃正在阜内大街圆通胡同浙
商银行西侧路进行洗地车加水作
业。 这时突然听到一名过路女士
大声呼喊， 郑伟赶紧上前询问发
生了什么事情 。 该女士紧张地
说： “刚才有人拽我头发， 想抢
夺我的挎包！”

与此同时， 郑伟也看到了路
边有一男子正在翻越隔离栏向马
路对面跑去， 身边的同事吴跃见
此情况便火速上前追赶此人。 这
时， 郑伟则让该女士赶快打110
报警。

可这位女士因为过于紧张 ，
完全说不清出事的地点， 郑伟立
马接过女士的电话。 因为他经常
在这一地点作业， 很快便将准确

的地址报给了 110。 报完警后 ，
郑伟也向嫌疑人跑去的方向一路

追去。
与此同时， 最先追赶那名男

子的吴跃， 从金融大街自西向东
跑出100多米后追上， 并趁其不
备成功将其摔倒在地 。 “大白
天， 你敢抢包！” 吴跃一边怒斥
一边拽起该男子。 他用右胳膊夹
住其脖子， 牢牢抓住他的双手。

此时， 郑伟也已赶到， 两人
一起将此人带回案发地。 随后，
丰盛派出所民警赶至现场将嫌疑
人带回处理。 嫌疑人对其行为供
认不讳， 现已被西城分局依法刑
事拘留。

8月24日， 丰盛派出所孙所
长特意给环丽中心送来了表扬
信， 赞扬了郑伟、 吴跃二人在关
键时刻临危不惧、 见义勇为、 伸
出援手的大无畏精神， 并向两名
职工赠送了2000元的奖励金。 获
救女士也向环丽中心赠送 “见义

勇为” 锦旗表达感激之情。
随后， 环丽中心召开了道德

讲堂， 在活动中， 郑伟和吴跃见
义勇为的事迹在 “学模范” 环节
中向大家再一次宣讲。 直到主持
人现场进行采访时， 大家才知道
这样不顾个人安危追赶违法嫌疑
人的郑伟在 2014年做过心脏手
术， 并装了2个支架。

“我没多想， 就是觉得光天
化日之下不能让坏人得逞！ 作为
北京人不能不管！” 郑伟这样说
道。 环丽中心为了鼓励这种见义
勇为的崇高精神， 也特给予郑伟
和吴跃两名职工每人1000元的现
金奖励。

东到江苏道康宁项目， 西到
新疆宝明矿业， 南到海南铜鼓岭
项目， 北到内蒙古京新项目……
20年来， 他的工作足迹遍布祖国
大江南北。

他就是中建二局首届 “勤廉
楷模”、 土木公司京新项目经理
赵鹏。 他有着平凡而不简单的人
生信条， 在岗位上二十年如一日
地辛勤耕作； 与他相处， 总能感
受到他的骨子里洋溢着一种永远
不服输的拼搏劲头， 对工作有着
火一样的热情与活力。

坚守廉洁 拒收礼品宴请

“正确看待手中的权力 ， 职
位转变了， 也要不忘初心， 经得
住考验。” 赵鹏说。

京新项目是国家“一带一路”
的重点工程， 作为京新项目的负
责人， 赵鹏在项目物资的招投采
购定标过程中， 顶住说情风， 拒
绝分包宴请， 拒收礼品， 严格要
求自己和项目的管理人员， 坚决
按规定进行公开招投标， 并将预
算决算情况进行公开公示， 透明
化管理。

2016年中秋节前夕， 有个材
料供应商带着两盒月饼来拜访赵
鹏。 在谈完工作后， 供应商留下
月饼就急着往外走。 他立马起身
高声叫住供应商， 让其把月饼带
走。 当时被他气势吓到了的供应
商， 只好不解地带着月饼离开了
办公室。

到了晚上， 心里不踏实的供
应商再次来到项目， 极力邀请赵
鹏一同去镇上吃饭、 唱歌。 赵鹏
以加班工作为由谢绝了对方的邀
请。 被婉言拒绝后供应商仍不死
心， 在听说赵鹏生病住院后， 又
送来了许多补品， 赵鹏立即请办
公室主任将那些补品原封不动地
退还了回去。

在赵鹏的感召和严格约束
下， 京新项目的廉洁氛围逐渐营
造起来并越来越浓厚， 项目也从
未发生过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

的事件。

甘于奉献 坚守施工现场

“2016年9月20日实现黑色路
面贯通” 是业主2016年劳动竞赛
目标，因工期紧、任务重、施工难
度大等多方因素，受到很大制约。

在项目生产例会上， 赵鹏立
下军令状 ： 完不成任务自愿辞
职。 他以 “完不成任务不下火线”
为信条， 坚守在施工一线， 每天
天还没有亮， 就已起床开始一天
的工作： 盯守施工现场。

因为他 “开工” 的时间比食
堂还要早， 经常赶不上早饭。 他
常常是饿着肚子便开始了从一工
区到三工区的巡视工作： 全线机
械人员的调配、 工程质量检查、
文明施工等， 55公里长的施工路
线， 每天至少巡视三四遍， 没有

休息一天。
“车加满油， 两天就用完一

箱。” 司机老王这样形容赵鹏巡
视工地的强度。

在赵鹏的带领下， 项目员工
鼓足干劲， 终于在120天内完成
了全线55公里主线的水稳和沥青
摊铺工作。 当最后一方沥青摊铺
完成时， 四十多岁的壮汉赵鹏，
热泪盈眶， 激动地连连向业主、
总包说： “我们完成了。”

然而， 连续的高强度工作加
上多日的压力， 在那一刻紧张卸
下后， 赵鹏也随之倒下了， 连续
发烧两个多星期， 喉咙发肿痛到
无法正常进食， 却仍坚守项目，
他还严令禁止食堂为其准备 “营
养餐”。 病痛的折磨使他瘦了一
圈， 最后由于一直高烧近40度，
他才不得不到医院治疗。

也正是赵鹏这种 “拼命三

郎” 的坚持， 项目部先后在中建
标段创造了首片箱梁架设、 首个
路面底基层水稳铺设、 首件涵洞
盖板等12个全标段首件工程，并
先后举办了全标段路基样板工
程、小型预制构件、平安工地观摩
会，先后获得业主奖励1810万元。

项目的成绩获得了股份公司
及内蒙古交通厅领导的肯定。 项
目还被评为全国安康杯优胜班
组、 中国建筑红旗班组、 中建二
局特色党支部。 项目施工历程先
后被央视、 人民日报等多家主流
媒体报道。

廉洁齐家 严禁特殊待遇

无怨无悔、 扎根基层， 他把
对家人的愧疚深埋心底。 赵鹏是
个重情爱家的人， 只不过因为一
心扑在工作上， 他只能选择舍小

家为大家。
赵鹏常常因工作无法陪伴在

年迈的父母身边， 使他们无法享
受儿孙绕膝的欢乐。 爱人也只能
辞去工作在家照顾上小学的孩
子， 即使儿子小升初考试时他也
没能回去陪伴在孩子身边。

2016年暑假， 从小在南方长
大的儿子随着妈妈来到工地， 来
之前， 赵鹏在电话里答应儿子要
带他出去逛逛 ， 看一看北方风
光。 但之后， 却因项目现场大干
而打消这一念头。

孩子一颗贪玩的心蠢蠢欲
动， 几次在爸爸面前欲言又止，
最后终于忍不住问道： “爸爸，
项目上这么多车， 您又是项目经
理， 可不可以安排一辆车， 带我
和妈妈出去玩啊？”

“不可以！ 儿子， 爸爸虽然
是项目经理， 但是这种公车私用
的事情不能做。 爸爸要做一个廉
洁的领导， 不能徇私， 这样在项
目上才能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
你不是要当 ‘三好学生 ’ 吗 ？
‘德’ 是最重要的， 懂吗？” 在爸
爸的严厉训斥和教导下， 孩子认
真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 孩子和妈妈在荒凉
的戈壁滩度过了一个月的假期。
临走时， 妻子的包容和孩子脸上
倔强的表情让他充满愧疚。 他在
日记中默默地写道： “我总在海
角天涯东奔西走， 而天高海阔有
你们在就是家。”

对于个人荣誉， 他总是看得
很轻。 每到评奖评优时， 他总是
积极举荐其他人， 自己却在远离
鲜花掌声的幕后默默奉献、 勤奋
求索。 只有那热火朝天的施工现
场， 才是他深深的牵挂。

比起崭新的京新高速公路 ，
饱经风沙的面容让他看起来更加
疲惫， 仿佛沧桑了许多。 青年发
奋， 中年守望， 赵鹏从未后悔过
自己的选择， “如果再给我一次
机会， 我还是会选择中国建筑，
还是会选择这一艰苦奋斗的工作
岗位。” 赵鹏说。

见义勇为帮路人擒拿抢包贼

———记中建二局首届“勤廉楷模”、土木公司京新项目经理赵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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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环丽清扫中心职工郑伟、吴跃：

赵鹏（左）和监理探讨施工相关问题

用勤廉建设“一带一路”重点工程

郑伟、吴跃在一起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