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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徐婷

———记北京机扫公司奥园环境服务中心副经理李彬
“遇到安全工作难题就找他”

“安全工作遇到难题 ， 那得
找李彬。” 北京环卫集团旗下北
京城市机扫服务有限公司奥园环
境服务中心副经理李彬， 1987年
出生 ， 2010年7月参加工作 ．7年
以来， 他已获得多项荣誉， 包括
2015年度公司先进生产者、 2015
年度集团公司优秀共青团员等。

2014年， 李彬来到奥园环境
服务中心工作， 一直扎根在环卫
作业一线， 全心全意服务首都社
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尤其是在
节假日及每次重大活动保障期
间， 他都紧紧围绕工作大局， 突
出安全工作重点， 认真完成各项
工作。

善动脑 勤总结
安全工作有方法

李彬常说： “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做不到的。 要想保安全， 首
先要以预防为主。” 说起服务过
的重大活动， 他如数家珍： 2014
年APEC会议 、 2015年世界田径
锦标赛、 2016年冬奥会申办成功
庆典仪式、 2017年 “一带一路 ”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大型活动前期的安保工作
尤为重要。” 他说。 每次举行重
大活动时， 为了保证无任何安全
隐患、 无任何卫生死角， 遇到突
发事件能第一时间得到解决， 多
次负责现场指挥的他总结出了一
整套安保工作流程。

从巡视、 待命、 策划、 安全

隐患排查、 人员政审工作， 到卫
生死角排查、 移动卫生间码放、
活动现场指挥 ， 一切都有条不
紊。 “只是每次都感觉时间不够
用， 睡觉时间更短了。” 重大活
动现场， 到处都能看到李彬的身
影， 最忙的时候他曾在岗位上连
续工作40个小时。

查实情 巧应对
安全工作有条理

“真正到了现场， 还需要根

据实际情况具体操作。” APEC会
议焰火表演场面壮观， 而在这背
后， 不论是试演还是正式表演 ，
李彬总在第一现场的水车上备
勤， 以防出现火情时会影响车辆
的及时调配。

焰火燃放结束后， 他就徒步
对园区内每个角落进行排查， 防
止有任何隐患。 为了保障第二天
园区内的环境 ， 他还调 动 垃 圾
转运车连夜彻底清扫并转运爆
竹皮。 而他总是直至最后一车爆
竹皮被清理干净后才离开现场。

世界田径锦标赛期间， 为防
止各安检口及重点区域的垃圾桶
造成火灾隐患、 为避免世锦赛保
障人员饮食产生的厨余垃圾散
发 异 味 ， 他制定了详细的保障
方案： 对重点区域留有专人， 携
带消防水值守并放置可移动的
1100升垃圾桶； 及时将厨余垃圾
转移至指定收集地点， 并增加垃
圾收集作业频次 ； 布置场地期
间， 增加20台移动卫生间。 考虑
到 挪 移 期 间 的 安 全 问 题 ， 他
坚 持 在现场指挥 ， 经常工作到
次日凌晨。

今年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期间， 安全工作进入空
前高度， 从前期的政审工作、 车
辆通行证办理工作， 到园区封闭
后的排爆工作、 反恐工作、 安检
工作， 都十分严格。 会议准备阶
段， 为了提供最优质、 最高水平
的环境保障服务， 排除一切安全
隐患， 李彬参与了安全隐患及卫
生死角排查工作、 安检口移动卫
生间码放工作、 配合工作人员进
行园区整体排爆工作及峰会期间
的现场指挥工作。

峰会召开前期， 李彬积极配
合政府部门的工作， 并根据要求
备水车， 随时准备为设备注水；
峰会召开期间， 为防止园区内道
路因洗地后出现积水、 路面湿滑
等安全隐患， 他现场指挥降尘车
辆， 降低出水量并根据实际效果
控制车速 ， 做到路面见湿不见
水， 用细致严谨的工作态度圆满

完成了各项任务。

不怕苦 不怕累
春节坚守不放松

“人家过节 ， 我们就要过
关。” 春节是个阖家团圆的日子。
每当大家欢快地放完鞭炮后， 李
彬就带领同事开始了多轮的爆竹
皮清理工作。 “因为我们知道这
是安全隐患。” 当他额头冒着汗
水 ， 拖着疲惫的身躯迈进家门
时， 已是初一凌晨5点。

在多数人心中， 下雪都是一
幅诗情画意的场景。 但对李彬来
说， 雪情就是命令。 “为了保证
广大市民的出行安全， 为了首都
整体环境， 雪停路通就是我们的
标准。”

由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环境
的特殊性， 融雪作业不允许使用
融雪剂， 为了达到雪停路通的作
业效果， 能为奥林匹克公园的游
客们缔造安全的游园环境， 每次
降雪期间， 李彬都坚守在工作第
一线， 即使被冻得头发结冰， 手
脚冰凉， 他早已习以为常。

几年来， 李彬在工作中兢兢
业业、 任劳任怨、 埋头苦干， 对
于成绩他永不自满， 对于困难他
永不服输。 “安全工作无小事，
无论是日常作业， 还是重大活动
保障， 我们环卫人一定要全心全
意投入， 为广大市民提供一个安
全、 干净、 整洁的环境， 这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李彬说。

2016年7月 ， 安徽省阜阳市
嘉安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施工队长
张士家率领的700多名农民工在
北京新机场工地， 以工程进度、
安全、 质量、 绿色施工等综合评
比第一名的身份， 从众多的施工
队伍中脱颖而出， 提前4天完成
第一阶段劳动竞赛任务。 在表彰
大会上， 北京城建集团总经理郭
延红为他颁发了十万元大奖。 一
时间， 当代 “徽匠” 的美名叫响
京城大地。

此后， 张士家施工队越战越
勇， 第二次竞赛评比又勇夺第一
名， 并以 “安全零事故、 质量零
缺陷 、 进度零延误 、 环保零超
标” 的高标准优质高效完成了新
机场5.6万平方米的土建施工任
务 。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A1标段
工程中， 张士家投入1500多人 ，
88天完成了地下2层、 地上7层7
万多平方米的工程结构， 创下了
又一项施工奇迹。

从北京新机场工程到北京城
市副中心A1标段工程 ， 这两项
在施的 “国” 字号工程， 为张士
家从一个农民 、 打工仔 、 班工
长、 施工队长到全国劳动模范的
追梦历程增添了辉煌的色彩。

2月23日至24日 ， 习总书记
在北京考察。 在北京新机场工地
上， 复工后的张士家和农民工们

热情鼓掌欢迎习总书记的到来，
并得到总书记的亲切问候。 这段
珍贵的视频， 张士家传给家乡的
父老乡亲们， 自己还保存在手机
里随时观看。 他说： “见到习总
书记是俺们农民工的光荣， 我要
珍藏一辈子。 每次回看视频， 我
都充满了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力
量， 我一定要带领农民工兄弟们
干好北京新机场、 北京城市副中
心工程。”

1970年8月 ， 张士家出生在
安徽寿县三觉镇一户农民家庭。
1991年淮河发大水后， 二十出头

的张士家独自从家乡来到千里之
外的北京务工， 从那时起， 他剃
光头发立志要混出个人样儿来。

北京不同情眼泪， 那时的张
士家居无定所， 工地为家。 在每
天搬水泥、 扛钢筋， 一身泥土、
一身汗水的高强度体力活中， 他
虚心好学， 掌握了不少施工的窍
门和经验。 1996年， 在北京金融
街某大厦施工时， 由于工程设计
复杂， 当时的施工技术滞后， 面
对一个个施工难题， 施工队领导
一筹莫展。 身为小工的光头张士
家主动献计献策， 一一破解了难

题。 一时间， 领导和工友们都对
他刮目相看 ， 大伙儿都喊他 ：
“光头哥”。 此后他被提拔为钢筋
工长， 被施工队外送学习深造。

200３年， 已身为阜阳嘉安建
筑劳务有限公司施工队长的张士
家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 “非
典” 来了。 一时间， 人心惶惶，
为了安抚队伍， 张士家将家人接
到了北京。 他率领着农民工兄弟
们， 冒着生命危险， 历经七天七
夜的顽强拼搏， 完成了北京小汤
山 “非典” 病房的抢建任务。

他说： “那是救人啊， 俺们
徽籍的老少爷们儿， 从来都不是
怂人！” 从此， 在北京的建筑圈
内流传着： 要用人就用安徽 “光
头哥” 的队伍， “光头哥” 就是
强， 光头强！

在张士家 20多年的追梦路
上， 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工程，
北京抗击非典工程、 奥运场馆鸟
巢地下空间 、 厦门高崎国际机
场、 北京 “7·21” 特大暴雨灾民
安置房、 中航大厦、 北京城市学
院、 北京新机场、 北京城市副中
心A1标段工程等 ， 累计施工面
积近400万平方米， 竣工工程合
格率100%， 优良品率90%以上 。
施工队连续 7年被北京市评为
“3A标杆队”， 夺得国优鲁班奖2
项、 北京市长城杯、 北京市优质

工程奖等近30项， 与总包单位配
合创建北京市绿色安全工地30多
个， 并创立了 “安全、 质量、 绿
色施工、 真诚合作” 的徽匠劳务
品牌。

2015年， 农民工出身的张士
家荣获了全国劳动模范的光荣称
号 。 成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张士
家， 劳模的本色没有变， 劳模的
精神没有变。 在他的家乡， 每一
户都有一两个人在他的队伍里打
工。 为了回报家乡， 光头哥捐钱
修路、 助学的好事也没少干。 他
说， 一人富不算， 全体乡亲都要
富， 小康路上不能少一个。

如今， “光头哥” 张士家每
天依旧深入各个工地 ， 靠前指
挥， 及时解决现场的各种施工难
题， 为农民工兄弟们第一时间排
忧解难， 与他们同吃、 同住、 同
劳动。

农民工出身的他， 自知农民
工的苦与需求。 在他的管理下，
农民工们顿顿有肉， 夏有空调 ，
冬有暖气。 在改善生活条件的同
时， 张士家还开展了大培训、 大
学习 、 岗位比武练兵等多种活
动， 鼓励农民工外出学技术、 考
本子。 他说： “我不光要让农民
工们富了口袋， 更要让他们富了
脑袋， 脱掉农衣， 向高素质的产
业工人转变。”

□通讯员 杨保川

要用就用安徽“光头哥”的队伍
———记全国劳动模范张士家

张士家 （左二） 在北京新机场工地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