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大国工匠， 人们立刻会在脑海
中浮现出一个个鲜活而生动的形象， 助
推 “嫦娥” 二号奔上月球的高凤林， 靠
一双巧手帮“蛟龙”号入海的顾秋亮，还有
助中国大飞机翱翔蓝天的胡双钱。 他们
凭借着对事业的赤诚追求和那种不畏艰
辛， 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不仅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骄人成绩， 更是赢得了世
人的敬仰， 可谓当之无愧的大国工匠。

然而， 在这喧嚣的城市里， 还有这
样一群人， 无论是白天黑夜， 无论严冬
酷暑， 人们总能在城市的每条街巷看到
她 （他） 们忙碌的身影， 她 （他） 们用
自己辛勤的汗水洗刷着这里的每一条街
道， 她 （他） 们怀着对事业的忠诚， 用
勤劳的双手默默无闻的描绘着这座美丽
的城市 。 她 （他 ） 们就是被人们称作
“城市美容师 ” 的———环卫工人。 也许，
她 （他） 们的工作平凡的不能再平凡了，
但就是这些平凡的人在自己平凡的岗位
上恪守着那份对工作的执着和对社会的
责任， 她 （他） 们在用自己的行动无声
的诠释着环卫人的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之奉献篇
王清， 小草般默默奉献的环卫工人。

1994年冬天， 25岁的王清有了一份属于
自己的工作， 在丰台环卫中心马家堡环
卫所当了一名环卫工人。 从此， 她与环
卫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一干就是二
十几年。 在工作中， 她总是把集体的利
益放在第一位， 舍小家顾大家， 忘我工
作 ， 默默奉献 ， 从不讲条件 、 谈报酬 。
每天凌晨5点， 天还没亮， 王清就准时来
到工作岗位， 在路灯下开始一天的工作。
夏天， 骄阳似火， 她顶着烈日清扫着保
洁区的每一寸土地， 累了只能站在路边
擦擦汗、 喘口气； 冬天， 她在凛冽的寒
风中一干就是六七个小时， 手上、 脚上
都生了冻疮。 然而对于这些， 她没有一
丝怨言。

平日里， 作为班长她在脏活累活面
前从不躲让， 总是身体力行奋斗在第一

线。 2014年夏天,位于嘉园工作点旁的垃
圾中转站垃圾坑槽与压砣出现偏移,不能
液压作业， 必须将坑内的垃圾全部清理
干净后才能操作 。 正值最炎热的天气 ，
等待上台倒垃圾的运输车辆已围成一片，
如不及时清理， 这一区域的垃圾中转将
全部受到影响。 王清同志毫不犹豫地纵
身跳入坑槽内， 冒着恶心的垃圾腐臭味，
用双手将坑内垃圾一块块捧出坑外， 氨
气熏出的眼泪与满脸汗水混在一起。 就
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王清即使被垃圾
的臭味熏得呕吐不止， 也坚持将垃圾清
理干净， 确保了垃圾中转的顺利作业。

王清对职工满腔热情， 充满了爱心。
近年来， 随着创建首都文明示范区工作
的不断深入， 环卫工作量不断加大， 环
卫工人付出的辛劳超出常人。 年近50岁
的王清用柔弱的双肩挑起了工作和生活
两重重担。 2015年6月， 她年逾七旬的老
母亲因病住进了医院， 而当时正值垃圾
成倍增加的高峰期， 王清白天工作， 晚
上去医院守夜， 没有请一天假。 王清凭
借着这股对待工作无私奉献和吃苦耐劳
的精神， 不怕脏、 不怕累干劲， 得到同
事和领导的一致好评。 期间被评选过优
秀共产党员， 带领嘉园班组荣获 “北京
市工人先锋号”、 “全国工人先锋号” 和
“先进班集体” 等称号。

工匠精神之执着篇
郝卫东， 丰台环卫中心卢沟桥环卫

所的一名安全员。 在工作中总是透着一
种执着劲。 用他自己的话说： “安全无
小事儿！ 我现在对他们严格， 就是为了
他们能平平安安出门， 顺顺利利回来！”
就为这他还得了个外号 “郝严格”。

“严格” 这个字眼儿， 还真被郝卫
东体现的淋漓尽致 。 每周三 ， 车队的
“车场日” 检查雷打不动， 有的司机摸清
检查规律后， 抱有临时 “抱佛脚” 的侥
幸心理， 郝卫东见状立即调整检查模式，
改为定期检查与临时抽查相结合的方式，
果然奏效。 在一次检查中， 郝卫东发现

一辆单臂吊车的油箱盖未扣紧， 这名司
机想着两人私交不错， 又不是什么大不
了的事， 想让哥们儿把事儿抹了。 但郝
卫东这钟执着劲一上来六亲不认， 严格
按照考核标准， 罚了哥们儿100块钱。 这
事儿一下在车队炸了锅， 引来司机师傅
们的一片抱怨， 他也因此得了一个 “郝
严格” 的外号。 “郝严格” 总说： “安
全无小事儿！ 我现在对他们严格， 就是
为了他们能平平安安出门， 顺顺利利回
来， 安全面前没有亲情”。

严格归严格， 郝卫东并不是不近人
情， 他对每辆车的运行状态、 安全性能
等情况都如数家珍， 甚至根据出车的频
率， 就能算出哪辆车该加机油了， 哪辆
车水快没了。 该保养维护的时候， 他会
第一时间提醒修理部门进行车辆保养 ；
车辆如果查出问题， 他第一时间安排修
理， 不耽误司机第二天正常出车。 无论
是大事小情大家也都愿意和他唠叨唠叨，
慢慢的， “郝严格” 变成了 “郝严哥”。

有一年的大年三十儿， 郝卫东带队
负责清理烟花爆竹残屑。 途中他从反光
镜中看到左后方有一股黑烟滚滚上升 ，
这要是烧起来， 可不得了！ 他连忙招呼
一名干路工骑着小机扫车去周边找巡逻
的消防车， 而他自己则驾驶着所队的应
急备勤洒水车冲了上去， 对爆竹残屑堆
一遍又一遍地洒水， 进行湿化阻燃。 终
于， 再也见不到一点儿火星儿。 在确定
烟花炮竹残屑没有复燃的可能后， 他才
安排工人装车清运。 事后有人问他， 为
什么不等消防车过来， 一星半点儿的火
光儿， 着不了大火。 他说： “安全无小
事， 谨慎点儿， 总没有错！” 他就是这么
一个执着的人， 凭借着这股对工作的认
真劲儿默默无闻的把守着心中的安全。

工匠精神之责任篇
说起宛平环卫所的王静杰， 大家都

称她为王姐， 现今38岁的她把自己 “正
当年” 的这十几载光阴默默抛潵在了自
己的工作岗位上， 曾在2016年的环卫中

心岗位技能竞赛中荣获骑车捡拾垃圾项
目的第一名。 在2015年曾被评为丰台环
卫中心最美道路保洁员。

由于大家的信赖， 一致推选她当上
了班长， 在日常的工作、 生活中， 她们
用真诚、 友情和信赖相互支撑， 班组成
员的家庭情况她了然于心， 无论哪个职
工生病住院她总会抽出时间前去探望 ，
甚至职工家里两口子闹别扭她都乐于帮
助调解。

每年除夕夜， 宛平班班组的职工们
会在清扫烟花爆竹残屑前看到他们的班
长端上热气腾腾的饺子； 每年端午佳节，
班里的职工会吃上她在家亲手包好的粽
子； 每个酷暑， 他们会接到班长递给他
们的绿豆汤；每个寒冬，他们会喝上暖身
更暖心的姜糖水。 她除了在工作中处处
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生活中对大家细致
入微， 就连思想教育方面他们都总能听
到班长的“最新精神”。 用她自己的话说：
“大家选我当班长， 我就要无愧于大家的
信任， 担负起班长的责任”。 她用自己的
行动默默地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真要说她有什么愧对的， 那就是她
的家庭了。 2016年正月的一个晚上， 一
处绿地的水管冻裂， 导致宛平城西门前
大面积的积水， 岁暮天寒， 当早班的职
工们发现时西城门门口已然成为了冰场。
正在王班长带领大家进行铲冰作业时 ，
一位骑车行人路过不小心连人带车摔倒
在地， 职工们立刻放下手中的工具， 纷
纷前去搀扶， 不料其中一位职工脚下一
滑， 重重地摔倒在冰面上， 手腕瞬间就
肿了起来。 将职工送到医院后， 王班长
回到工作岗位， 天蒙蒙亮， 她独自蹲坐
在宛平城内街的路牙上， 年关刚过， 让
她联想起多少个除夕之夜都是这样和职
工们在马路上过年的， 这次也没什么不
一样， 只是今年， 老母亲胆管结石的手
术刚做完， 自己却没能陪在病床边， 没
能送一次饭， 只是打过几通电话问候了
一下； 常年未能给孩子开过家长会， 不
能陪他玩耍、 辅导功课， 甚至他的同学
们会问孩子你是不是没有妈妈……想到
这， 在大家看来坚强的她不禁流下了眼
泪。 也许在王静杰的眼中， 心里的这份
“责任” 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说，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责、 是
一份坚守， 那么， 就是她 （他） 们这样
一群普通不能再普通的人， 在平凡的不
能再平凡的岗位上， 固守着心中的那份
情怀、 那份责任。 也正是这种固守和坚
持支撑着环卫人在追逐梦想的旅途中不
畏艰辛、 无怨无悔。 她 （他） 们在用自
己的行动续写着环卫人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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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动续写环卫人的工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