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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是领头雁 生活中是好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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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记延庆区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所所长、党支部书记刘文慧

“妈妈， 您今天还回不回来
呀 ？ 已经9点了 。” “再等一会
儿， 你自己先吃点东西， 妈妈一
会儿就下班了。” 在不知道是孩
子第几次的电话催促声中， 她才
注意到时间已经到了晚上9点钟。

这是延庆区地方税务局第一
税务所所长、 党支部书记刘文慧
工作的一个缩影。 作为全国三八
红旗集体领头人、 全国青年文明
号带队人、 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
者， 工作中她是税务所里的 “领
头雁”， 在税务战线上发挥着一
名共产党员的带头作用； 生活中
她是一位知心大姐， 记挂着每一
个同事的大事小情。

落实税务征管改革

41岁的刘文慧 ， 2006年入
党， 到地税工作已近二十年。

2014年初， 在征管改革的关
键时刻， 党组任命她为延庆区地
方税务局第一税务所所长， 这一
任命意味着将迎接申请事项全部
进厅的巨大挑战。 面对这么重大
的改革压力， 她毫不犹豫地服从
了党的决定。

制定工作目标， 细化工作职
责， 在人员不增加的情况下， 服
务事项由37项增加到132项 ， 业
务量翻倍增长， 纳税人更高的服
务需求和税务机关更严的工作要
求， 使许多人都望而却步， 甚至
有人劝她 “找找领导换个地儿
吧 ”， 然而在责任与压力面前 ，
她保持共产党员勇于担当、 迎难
而上的本色。

刘文慧采取“5+2”、“白+黑”
的工作模式，带班值守服务厅，和
窗口人员一起摸爬滚打， 战斗在
一线。早上第一个检查机器设备，
中午最后一个去吃饭， 下班最后
一个离开，落实预约服务、延时服
务、一次性告知等18项服务举措，
最终确保了132个办税事项的顺
利前移， 为全局征管改革的顺利
进行打下了坚实基础。

以身作则是她的工作原则。
每年4月的大征期， 办税服务厅
每天几百个号的工作量， 是平时

工作量的四五倍， 络绎不绝的纳
税人坐满了等待席。

“租房协议这么写能不能开
发票？” “股权变更原值确定用
这个银行单子行不行？” 层出不
穷的问题， 千奇百怪的情况， 税
务干部时刻都是小跑状态， 来回
奔走在打印机和电脑之间。 忙碌
的身影中 ， 瘦高的刘文慧很显
眼， 她站在导税接待区， 不停地
回答纳税人的各种问题， 准确地
分流办税业务， 提前审核好办税
人提供的资料， 缩短每项业务的
平均办理时间， 同时， 开通绿色
通道窗口， 让办理简单业务的纳
税人可不必等号， 通过绿色通道
窗口快速办理， 提高办事效率，
节约纳税人的时间。

巧妙化解大厅危机

2017年新年伊始， 人们还沉
浸在喜庆的过年氛围中， 但服务
大厅的工作却已开始。 新年的欢
乐劲儿让每个人的脸上都带了喜
气， 但突然出现不和谐的声音。

“我就坐这了！ 怎么着！ 我
就不办事， 就要坐这， 你能把我

怎么样！ 小屁孩， 你还没我闺女
大呢， 敢指使我！” 高八度的腔
调夹杂着脏话响彻了整个服务大
厅， 原来是一个醉酒男子怼上年
轻的小税务干部。 在场的人都被
这突如其来的火山爆发震愣了。
醉酒男子还在嚣张地咆哮， 语无
伦次且刺耳无比， 甚至开始拿出
手机对着税务干部的脸狂拍 ，
“我要给你传网上去， 让所有人
都认识你！ 你们领导呢？ 叫你们
领导出来跟我说！” 该男子满嘴
的酒气， 不停地喊着。 一旁的小
税务干部已吓傻， 努力想跟男子
解释清楚， 然而冲动的男子根本
听不进劝阻的声音。

就在这时， 刘文慧挡在了税
务干部前面。 “什么情况？ 您有
什么事跟我说， 我就是她领导。”
直面狂躁的男子， 客气却不弱势
的回答， 瘦弱的她却似城墙般保
护了小税务干部。

醉酒闹事的男子则立马调转
枪头， 开始新一轮的攻击， 而刘
文慧却平和淡定地将其请进了调
解室了解情况， 解决问题。 经过
漫长的调解， 最终醉酒男子笑面
离开。

解决问题后的第一时间， 刘
文慧想到的却是小干部的情绪：
“没事吧， 不要往心里去， 你做
的没有问题， 不要有心理压力。”
贴心的宽慰， 让吓傻的小干部缓
解了紧张的情绪， 卸下了心理负
担， 继续开始正常的工作。

及时解决同事的困难

办税服务大厅的马大姐是所
里的业务骨干， 又是年轻人的学
习榜样。 因为工作原因她经常顾
不上家里，可老人生病、孩子上学
样样都需要马大姐支撑， 但是马
大姐依然以工作为先， 对于这些
刘文慧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在马
大姐顾不上的时候替她兼顾，在
看见她有困难时帮她解决。

2016年1月 ， 马大姐的公公
患重病住进ICU， 马大姐请假在
医院陪护。 刘文慧知道后， 深夜
赶到医院探望。 因马大姐办理老
人住院手续及交付押金， 未能见
到前来探望的刘文慧。 刘文慧在
问候了老人的病情， 并传达了所
里人对马大姐的关心后， 从兜里
掏出了3万元交给了马大姐的爱
人 ： “这钱您先拿着 ， 也甭推
托。 我知道住在这个病房费钱，
不用着急， 也不用担心钱， 给老
人治病要紧， 需要用钱您随时跟
我说。” 刘文慧的 “及时雨”， 解
决了马大姐的燃眉之急。

在平时工作中刘文慧对下属
要求很是严格， 虽然会让下属们
觉得有压力， 但是工作久了就会
发现她的热心肠， 年轻的税务干
部会亲切地称呼她为“文慧姐”。

“家里有什么困难， 自己有
什么难处， 一定要跟我说， 跟所
里的姐妹说， 人多力量大， 总能
帮你解决问题。” 这是刘文慧在
跟干部们谈话时， 时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 她也切实身体力行地
去帮助每一个成员。 2016年过端
午节时， 所里的协税同事没有发
放的福利， 刘文慧就把自己的福
利分给协税的同事。 她心里记挂
着每一个人， 想让大家都开心过
节， 让大家觉得自己都是集体的

一分子。

抛下小家顾大家

作为所长 ， 又是党支部书
记， 刘文慧既要严格要求党员干
部 ， 又要关心普通干部 。 她常
说： “孩子们来自五湖四海， 父
母不在身边， 咱一定要照顾好。”

刘文慧常对所里年轻的入党
积极分子说： “年轻人有朝气，
多干多练多想多做， 学会用正确
的价值观看问题想事情！” “新
来的干部交给你来带， 不仅要教
她学业务， 更要教她严谨的工作
作风 ， 这是最重要的一门课 ！”
每次新来大学生她都会这样语重
心长地对负责传帮带的优秀党员
叮嘱。

当她观察到干部情绪变化时
就会主动说： “有什么委屈跟姐
说说”。 她经常在下班后找干部
谈心， 倾听姐妹们诉说心中的委
屈， 跟干部聊自己的想法。 有一
次， 刘文慧为了解除干部心中的
症结， 帮助梳理情绪， 全然忘记
了时间。 突然一个电话铃响起，
她才猛然发现已经下班2个小时，
而没有带钥匙的儿子， 已经在风
里站了近两个小时等待还没下班
的妈妈。 可当她高兴地看到干部
放下了思想包袱， 轻松的开始新
一天的工作时， 一切都值得。

在刘文慧的带领下， 第一税
务所先后涌现出雷锋标兵、 道德
模范、 最美家庭、 先锋窗口、 优
秀党员和岗位能手等众多先进人
物， 她本人曾7次被评为先进工
作者。 2013年到2015年间， 涉税
事项由 38213件增加到 52408件
次， 税费收入由0.12亿元增加到
1.28亿元， 增长了10倍， 因此第
一税务所连续6年被评为先进税
务所， 获得国家税务总局、 中华
全国妇女联合会、 第29届奥林匹
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 全国妇女
“巾帼建功” 活动领导小组联合
授予 “巾帼文明岗” 荣誉称号，
以及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北京市
三八红旗集体、 北京市青年文明
号等荣誉。

八方达延庆分公司982路乘务员何永平：

□通讯员 李书芹投身公益让更多孩子感受爱
认识一个人很容易， 了解一

个人也不难， 八方达延庆分公司
982路乘务员乘务员坚持行走在
公益路上无怨无悔。

2006年， 何永平来到八方达
延庆分公司982路，工作一直兢兢
业业。 她服务热情、工作认真，不
仅多次受到乘客的热线表扬，还
收到很多乘客送来的锦旗。 2015
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她热心公益， 是无偿献血、
骨髓捐献的志愿者。 “我看过一
部电影 《志愿者》， 里面有一句
台词： 一个人的一辈子有70年，
如果把1/70的时间拿出来做一件
有意义的事情， 那么人生将更加
美好。” 看完后， 何永平特别感
动， 从此毅然加入公益， 目标就

选在了365晨光宝贝之家。
无论是休息还是年休假，何

永平都在晨光宝贝之家。 她把这
里的孩子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去爱
护，给孩子传授知识、讲故事、缝
补衣服等， 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久
违的母爱。 晨光宝贝之家的陈梓
豪得了白血病，被家里人抛弃了，
何永平关心心疼他， 只要有点时
间，就会去陪他。 不仅如此，何永
平把自己的工资留一部分， 剩下
的都捐给了孩子。

在何永平的倡议下， 分公司
第十一车队联合漪漪义工协会，
多次去晨光宝贝之家孤儿院， 共
同开展 “青春你我同行 关爱孤
儿成长” 活动。 在组织活动中，
她都会提前想到孩子们缺点什
么， 需要带些什么， 提前列出名

单， 和大家一起商量。
在另一个启智活动点， 何永

平陪着那些智障的儿童聊天、 做
游戏， 还给孩子们剪纸、 画画 ，
尽最大的能力给孩子们带去无限
的欢乐。 就在前几天， 她和晨光
宝贝之家的其他志愿者， 征集到
了许多东西 ， 大小物件应有尽
有， 组织义卖活动， 所得全部给
了晨光宝贝之家的孩子。

作为一个公益组织， 没有资
金的注入，也没有对成员的回馈。
她却默默地付出一切。 时间 、精
力、物力、财力，更可贵的是家人
的支持。 她的付出与努力也得到
了义工协会所有人的认可和肯
定。 她走到哪里就会把义工协会
传播到哪里。 她用灿烂的笑容感
染别人，用真挚的话语感化别人，

用辛勤的劳动帮助别人。
随着对公益的加深了解，她

用行动诠释着她的人生观、 价值
观、世界观。 作为义工，无论是从
问题的讨论解决还是活动的开
展，她都诚恳、认真。 随着义工队
伍的不断发展，遇到困难时，她总
是第一个站出来积极分担的人。

“在义工这个大家庭里每个
人都是老师， 在公益事业上每个
人都是前辈。 在每次的义工组织
讨论中， 我感到自身的知识储备
严重不足。 我就利用每次活动学
习、 做笔记， 总结自己的缺点和
处理方法。” 正因为不断的努力，
在义工协会， 每次分配给何永平
的工作， 她不仅会做好， 积极学
习利用一些延伸知识， 提出更恰
当更妥帖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