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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铁汉民警 生活中的柔情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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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市工人北戴河疗养院采购科科长李树军
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本报记者 宋晓光/文 周迎春/摄

———记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向阳路派出所副所长包文元

当过厨师、 做过司机、 从事
过安保、 管理过物业， 现在又挑
起了采购的担子， 在今年暑期的
旅游旺季， 北京市工人北戴河疗
养院采购科科长李树军迎送了一
批批来秦皇岛疗休养的职工团
队。 他在岗位上精打细算、 严格
标准、 降低成本， 争取把每一分
钱都花在刀刃上， 为前来休养的
职工们提供更好的服务。

验收食材是例行工作

8月正值暑期旅游旺季， 北
京市工人北戴河疗养院也迎来职
工疗休养的高峰时节， 刚刚送走
西城区德胜街道总工会的疗休养
团队， 8月20日， 首农集团和昌
平区农业系统的优秀职工陆续抵
达。 早晨7点30分， 刚刚吃过早
餐的人们三五成群地聚在四季餐
厅门前的花坛边闲聊着， 周围绿
植成荫更透着几分清闲。 而在餐
厅东侧几步之遥的食品库房门
口， 却多了几分喧杂。 几个年轻
人将一台手动搬运车拖到台阶前
的平地上 ， 有人半蹲着调试台
秤， 有人在库房里拾掇着什么。

一位身着白衬衫、黑西裤，身
材微微有些发福的中年男子一脸
严肃地接着电话， 并不时向通道
口探望着，他就是李树军，北京市
工人北戴河疗养院采购科科长。

7点40分， 一辆悬挂着 “冀”
字头号牌的白色厢式货车缓缓驶
来。 李树军挂断了电话， 向货车
司机挥了挥手， 司机熟练地将车
停在库房门口， 车上装的是疗养
院一天所需的食材， 李树军和同

事开始了每天的例行工作———验
收食材。

自从去年11月份从物业科科
长调任采购科科长后， 李树军就
提出食材验收时采购科和餐饮科
员工必须同时在场 ， 对食材数
量、 质量进行双层把关， 形成内
部监督、 相互制约的验收机制。

“冻货 、 调料 、 蔬果 、 海
鲜、 牛羊肉每件都要开箱检查，
一看品质、 二看数量， 如果有问
题随时可以要求供货商退换货。”

说话间， 李树军用刀划开一箱过
完秤的千禧西红柿， 从底部翻上
来几颗捏在手里仔细看了看。 由
于要逐箱查验， 李树军检查完全
部食材已经是上午10点多了。

“四法” 降低采购成本

检查完食材， 李树军将手里
的记录单捋顺整齐， 带回到办公
室。 而电脑桌面还显示着他早晨
搜索过的玻璃防爆膜页面。

几天前 ， 在院内安全巡检
中， 安检人员发现浴室玻璃门存
在安全隐患， 院领导当即决定将
所有客房的浴室玻璃门都贴上一
层防爆膜， 采购的任务自然落在
了李树军身上。 “建筑防爆膜的
价格要便宜一点， 透光度在20%
以下的最好， 咱们得选防爆性能
和隔热性能好的， 保证安全。 我
先在网上大概了解一下报价， 下
午再跑一趟建材市场。” 李树军
一边和同事讲， 随手又点开了几
个网页浏览。

可说起从物业科科长到采购
科科长的角色转换， 李树军心里
也曾一度犯难。 在物业科工作的
4年里， 除了春节， 他基本没休
息过 ， 绿化 、 维修 、 卫生 、 安
全、 工程改造、 物品采购……大
大小小的工作让他忙得不亦乐
乎。 虽然觉得物业的工作最适合
自己， 但最终还是服从了院领导
的安排。 上任后， 李树军的工作
目标只有一个———在保证供货时
间和质量的基础上， 把采购成本
降下来。 为了降成本， 他总结出
一套 “上网比价、 跑市场询价、
看供货商报价、 面对面砍价” 的
工作方法。

北戴河疗养院地处北戴河海
滨中段中海滩风景区， 海鲜自然
是这里的特色美食。 然而， 受季
节等因素影响， 每年海产品的价
格浮动都比较明显， 65元一斤的
螃蟹， 高的时候每斤能涨到200
多元， 即便是价格相对稳定的蔬
菜， 也会在春秋两季出现一定幅
度的波动。

为此， 李树军每周抽出两天

时间， 凌晨四五点钟跑去批发市
场了解行情， 并且要求供货商周
周报价。 他有一个小本， 上面详
细记录着去年同期食材的采购价
格 ， 并逐一核算出涨降幅度 。
“要想省钱， 首先自己心中要有
本账。” 这是李树军常挂嘴边的
一句话。

相比于食材采购， 北戴河疗
养院行政采购的范畴更广， 种类
更多， 大到电脑耗材， 小到客房
一次性洗涤用品， 事无巨细都需
要采购科长把关验收。

为了买到最实惠的产品， 李
树军还发动其他部门的同事随时
关注网站上的打折信息。 他刚刚
以30多元每支的价格买了十支硒
鼓， 记者随后浏览了几家大型的
购 物 网 站 发 现 ， 每 支 同 型 号
硒 鼓 的 单价都在80元左右 。 正
当记者惊叹差价如此巨大时， 李
树军随手拿起桌上的一个酒精罐
说： “这是餐厅用来给食物加热
保温的， 客流量大的时候， 每天
得消耗几十个。 最初供货商给我
的报价是， 燃烧6小时的要4块5
毛钱， 燃烧4个半小时的要4块3
毛钱。 为了买到性价比最高的，
我们已经换了三四家供货商， 一
直到去年， 抵完税之后， 每罐只
要2块9毛钱， 便宜了三分之一！”
李树军说。

59岁的李树军， 在北戴河疗
养院服务了41年， 如今还有一年
就正式退休了。 谈及退休后的打
算， 李树军坦诚地说：“还真没盘
算过退休后的日子， 每天满脑子
想的都是如何把成本降下来，把
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

今年39岁的包文元是北京市
公安局房山分局向阳路派出所副
所长， 从警15年， 他不仅先后荣
立三等功5次， 个人嘉奖7次， 还
被评为北京市公安局十佳社区民
警 、 北京市人民满意的政法干
警、 房山区优秀共产党员、 “平
安房山之星” 等荣誉称号。 更让
人为之动容的是在妻子丧失记
忆、 至今生活不能自理时， 他一
边干好工作， 一边教妻子走路、
吃饭、 读诗、 认字……

包文元来自青海西宁， 1997
年9月， 他第一次踏上火车， 来
到北京体育大学攻读体育教育。
他原本想当一名教师 ， 没想到
2001年毕业之际遇上北京市公安
局招考警察， 他顺利考上成了一
名民警。 从警15年， 他从社区民
警到副所长， 职务变了， 但除恶
扬善的从警初心一直没有变。

2015年6月3日凌晨， 一名刚
刚吸食毒品不久的男子驾驶汽车
停在路边， 打电话联系再次购买
毒品。 一路跟踪而来的民警看准
时机 ， 两辆车一前一后将其围
住 。 包文元迅速冲上去实施抓
捕。 没想到嫌疑人不但不熄火，
还反锁车门拒不下车。 包文元用

拳头击打挡风玻璃干扰其视线。
嫌疑人却突然挂倒挡撞开后面的
车辆， 又猛踩油门朝着在前方阻
截的包文元撞去。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包文元
用尽全力将前挡风玻璃砸掉， 迅
速用胳膊死死勾住了嫌疑车的挡
风玻璃框。 在两车即将相撞的瞬
间 ， 他用脚猛然点地 、 腾空跃

起， 并躲过了致命的一劫。 可嫌
疑人没有善罢甘休， 驾车撞开前
车后， 又拖着包文元在公路上狂
飙 。 在拖行包文元300多米后 ，
支援的警车追上来， 才把嫌疑人
逼停。 包文元趁其不备， 一把抢
下了车钥匙， 将嫌疑人制服。 在
这辆车上， 民警们查获了半米长
的砍刀和吸毒工具。

此时包文元才发现， 自己的
双臂、 手掌多处受伤。 尽管事发
已经两年， 但在采访当天， 记者
依然能看到他右胳膊内侧上方那
道疤痕。 包文元说： “不是警察
不懂得害怕， 警察对于危险可能
会更敏感一些。 但是打击犯罪、
保一方平安是警察的天职， 我们
不可以不勇敢。 以后有这样的任
务， 我还是会冲锋在前。”

10年前，包文元收获了爱情，
共同的职业和信仰把他与妻子联
系在一起。妻子张建华来自江苏，
从社会院校毕业后选择了公安事
业。和包文元一样，妻子任职基层
岗位， 成为房山分局唯一的派出
所女政委。 尽管双警家庭面临值
班、加班与照顾孩子的矛盾，但是
他们依然在忙碌中享受着幸福。
虽然聚少离多， 夫妻俩一起报考
了法学专业的研究生， 他们不仅
是同甘共苦的战友、 相濡以沫的
爱人，还成了同窗共读的同学、推
心置腹的朋友。

然而就在 2016年 2月 26日 ，
这个小家庭突遭变故。 包文元做
梦也没想到， 已经几天没见面的
妻子在派出所开会部署工作时，
突然心脏骤停、 昏迷不醒。 虽然

抢救及时， 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
她的脑细胞损伤严重， 不仅丧失
了记忆， 至今生活不能自理。 一
个星期后， 妻子苏醒过来， 但无
法说话、 走路、 吃饭， 智商相当
于四五岁的孩子。 为了让妻子生
活尽快自理 ， 包文元下足了功
夫， 除了必要的高额高压氧舱治
疗， 他还从吃饭、 喝水、 走路、
打招呼等生活常规一一教起。

晨光里， 他弯下腰为坐在床
边的妻子梳头擦脸； 夕阳下， 他
牵着妻子的手 ， 陪她散步 、 聊
天； 灯光里， 他手把手教妻子认
字、 读诗。 “有好几次， 我梦见
她的病好了， 记忆恢复了， 我们
俩又一起去上班了。” 包文元说，
他也感到愧疚， 结婚后一直忙工
作 ， 只陪着爱人去过两次北戴
河。 但让包文元欣慰的是， 妻子
每天都是快乐的， “她看到我回
家时， 会拍着手说， 家里人都回
来了， 真好。”

“我相信爱的力量能够创造
奇迹， 我得坚强起来承担这个责
任， 把她照顾好， 她好一点儿 ，
我就高兴一点儿 。” 包文元说 ，
“建华在， 我们这个家就在。 再
难再累， 我都要挺过来！”

李树军 （左） 正在验收食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