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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章背后的故事

———记北京环卫集团固废物流公司清运一中心 “三八” 班班长史晨辉
□通讯员 吴惠民 文/摄

车轮上的“城市美容师”

史晨辉是北京环卫集团固废
物流公司清运一中心的 “三八”
班班长。 她每天都和班中的12名
姐妹们驾驶着抽粪车行进在京城
的大街小巷， 用她们的双手扮靓
首都。 如今， 史晨辉已经工作了
20年， 安全行车距离也达到了60
万公里。

史晨辉每天早上7点班前会
后， 接上区环卫服务中心的白师
傅， 径直前往作业区域。 一般在
8点30分左右， 就来到了手帕胡
同的健康里， 开始第一座公厕的
抽粪作业。 健康里是一个狭长的
巷子， 车辆只能倒着进去， 她的
同事白师傅细心地在车后指挥，
不断地搬动巷子里自行车， 挪动

三轮车、 电动车， 不足100米的
巷子里有4个９０度的弯儿， 没有
十分钟八分钟根本进不去。

从健康里作业完成之后， 史
晨辉就要马上赶到第二个作业地
点， 20年的工作经验， 她可以不
用看表就能准时抵达作业地点
了。 在法华寺街尽头的第二座公
厕作业， 依旧要将车倒进去， 过
程可谓是 “惊险万分”。 车辆左
侧距居民住房最多10厘米， 右侧
经常会有三轮车停放或者经过，
在狭窄的胡同倒车时镜子必须折
进去， 驾驶车辆靠的是驾驶员的
胆识和技术， 还有就是驾驶员特
有的悟性和灵性。 史晨辉如往常
一样准确地将车倒进作业区域，

反光镜、 后视镜对她来说完全失
去了作用。

从法华寺街出来之后， 抽粪
车来到葱店西街， 这是一个相对
宽敞、 不足500米的街巷， 由南
向北一路完成了第三、 第四、 第
五和第六座公厕的抽粪作业。 这
条相对宽敞的街巷也无法会车，
在路边早点铺就餐的市民见此情
况 ， 都会立即起身 ， 挪动餐桌
椅， 为史晨辉驾车让路。 作为这
条街巷的 “常客”， 史晨辉跟市
民之间早已熟悉， 在一声声的道
谢中， 史晨辉沿着体育馆西路，
通过刘家窑、 南三环到了草桥粪
便消纳站。 而这只是环卫女工史
晨辉一个简单的作业单元， 她和

“三八” 班的姐妹们默默无闻地
劳作， 用行动诠释和履行着 “责
任第一， 专业至上， 城市因我更
美丽” 的神圣使命。

回忆起这些年的工作， 史晨
辉说：“我出生在环卫工人家庭，
父亲是位老环卫工人， 我从学校
毕业自然就来到北京环卫集团工
作， 这些年一直从事驾驶抽粪车
的工作，我哭过，委屈过，但是从
来没有后悔过。 ”现在工作中的困
难早就习惯了， 每天抽粪班的姐
妹们干完活后， 拿着毛巾一起去
洗澡， 互相说说工作和生活中遇
到的烦心事，互相诉诉苦，互相鼓
励着，共同分享欢歌笑语，就是她
们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

———记全国劳模、北京二商希杰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季凯
把亏损小厂建成现代化企业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周世杰/摄

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 一身
浅蓝色工装 ， 脚上穿着黑色布
鞋， 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记者
初次在厂区见到北京二商希杰食
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季凯， 他
刚从车间视察完， 看上去就像一
个技术工程师， 没有一点架子。
而正是他引领职工开拓进取，把
一个亏损严重的国营小工厂建成
大规模现代化企业， 创出北京市
名牌产品———“白玉”， 豆腐产销
量连续七年位列全国同行业前
列，企业连续被评为“首都文明单
位”。 1995年，季凯被评为北京市
劳动模范，2005年被评为全国劳
动模范。

大刀阔斧改革扭亏为盈

季凯1953年出生， 从18岁进
入北京市豆制品二厂当工人， 如
今在豆制行业已整整干了46个年
头 。 “刚参加工作时负责做豆
腐， 上箱子、 点脑。” 季凯说。

由于历史原因导致学业中
断， 季凯的学历并不高， 但他认
为在社会上一样能学到很多东
西， 把兴趣爱好与工作结合起来
才能有发展。 从小就喜欢无线电
的季凯， 自己组装过电视， 正是
他把特长应用在工作中， 不断汲
取新知识， 使他有了新的机遇。

当时每到节日， 厂子都会组
织公园游艺节目。 在比赛环节，
哪个队伍先到终点， 放置在他们
前面的音箱就会发出声音。 但是
几支队伍几乎同时到达终点， 音
箱此起彼伏的声音， 让评委判断
不出先后 ， 季凯改造了一个电
路， 使一个音箱发出声音后， 其
他的音箱就不再有响声。

领导看中了他的技术， 他在
车间干了一年多就被调到维修部
门 ， 给厂里解决了不少设备问
题。 1984年， 季凯担任技术设备
股股长 ， 带领团队先后做了1、
2、 3型豆腐机， 获得了北京市科
技奖。 1990年， 季凯担任北京市
豆制品二厂厂长， 上任伊始， 他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企业的境况
非常艰难 ， 市场疲软 ， 效益下
滑， 亏损相当严重， 工人仅仅能

拿到一点生活费， 生产经营几乎
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面对这种境况， 季凯认为根
本原因在于其体制和机制的滞
后， 必须打破以前不合理的用人
制度和分配方式。 为此， 他亲自
起草制定了企业管理机构和用人
制度以及工资分配方案。 改革对
一个有着５０多年历史的老企业来
说决不是件容易的事， 职工资格
老， 干部靠山牢， 要精简， 减谁
谁不干； 要调整分配方式， 触动
谁谁有意见。 季凯顶住了亲情、
友情、 领导情等各方面的压力，
大刀阔斧地压缩科室50%， 精减
管理人员20余人， 取消5个后勤
岗位， 实行了干部择优聘用， 全
员竞争上岗。 企业建立了新的工
资分配制度， 形成了 “按效益考
核、 按技能计酬、 按贡献评级、
按知识回报” 的新分配方式， 极
大地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在季
凯的大胆创新和不懈努力下， 企

业扭亏为盈， 实现飞速发展。

研发新品提高市场占有率

季凯极其重视新产品的研制
和开发。 2000年，企业成立了技术
开发部， 亲自主抓新产品研发工
作。在他的带领下，企业的新产品
层出不穷。开发的韧豆腐，一上市
就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其生产
工艺和产品配方在国内均属首
创， 目前该产品每年的销售额将
近500万元，并保持着持续增长的
良好势头。大豆素食、花色豆奶和
酸豆乳系列产品相继问世， 其中
很多品种在国内是前所未有的。

季凯一直倡导 “绿色 、 安
全、 健康” 的经营理念， 把生产
安全无污染的绿色食品纳入企业
长期发展规划。 豆制品二厂生产
的盒装北豆腐产品， 被中国绿色
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A级绿色食
品， 当时是全国豆制企业唯一通

过绿色食品认证的豆腐产品。
辛勤付出， 得到丰厚回报 。

豆制品二厂生产的 “白玉” 牌豆
腐和豆制品连年被评为北京 “名
牌产品”， 在北京市场占有率达
到60％以上， “白玉” 商标被认
定为北京市著名商标。 2004年 ，
由北京市国资委组织、 首都40万
消费者投票选出的 “北京十大名
牌” 中， “白玉” 位列其中。

保市场供应搬家不停产

2002年， 根据北京市奥运规
划的布局调整， 企业从北京市内
迁到通州食品工业园区。 根据上
级公司的规划部署， 为不影响市
场供应， 搬迁工作需要在尽可能
短的时间内完成。

工期短， 任务重， 人员少 ，
这都是现实困难。 在困难面前，
季凯没有退缩。 他亲自组织设备
安装人员和技术骨干， 日夜加班
加点分析图纸， 解决安装工作中
的难点， 排除阻力。 为了尽早完
成安装任务， 他和职工24小时奋
战在施工现场。 饿了， 就啃点面
包片； 渴了， 就喝点凉开水； 困
了， 就在附近的工棚内打个盹。

他在车间连续工作60天不休
息， 每天工作18个小时。 安装施
工进入最后调试阶段时， 他终于
累倒在设备旁， 剧烈的头痛使他
无法继续工作。 为不耽误工作，
他偷偷吃了两片药， 顶了过去。
在他的带领拼搏下， 原定两个月
才能完成的搬迁任务， 仅用了20
天就完成了。 市场供应工作未受
到任何影响， 创造了鲜活产品不
停产搬家的神话。

迁厂后的3年时间， 他带领
的二厂生产出的 “白玉” 牌系列
豆腐和豆制品的知名度不断得到
提升。

以厂为家与职工一起奋斗

“领导者的表率作用是无声
的命令， 你要求职工干的， 领导
自己必须带头干， 你不让职工干
的， 你首先别干。” 季凯365天几
乎天天吃住在厂子， 家里有事才

回家。 居家过日子， 谁家没个大
事小情， 但他这些年一直是甩手
掌柜。 2004年， 他的母亲因患尿
毒症住进医院， 偏赶上企业改制
紧要的时候 。 妻子几次打来电
话， 让他抽时间到医院去一趟。
从通州生产基地到医院， 开车半
小时就能到， 可他直到母亲下了
手术台， 才急匆匆赶到病榻前看
了一眼 ， 又马不停蹄地赶回来
忙企业的事。 在他的日程表上，
从来没有节假日和双休日。 逢年
过节， 他每个春节都在单位和一
线职工在一起， 没和家人度过一
个团圆年。 2007年， 厂子与韩国
合资， 成立北京二商希杰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 季凯任董事长、 党
委书记。

作为企业一把手， 季凯非常
关心职工的工作生活， 把职工冷
暖挂在心上。 在他的支持下， 工
会在原有企业基本医疗保险的基
础上， 又给在职职工办理了 “住
院医疗保险”和“安康保险”，给每
位女工办理了 “特种疾病保险”。
这些保险已使多位职工受益，累
计为个人节约近20多万元的住院
和治疗费用。他还投入资金，改善
基础设施和厂区环境， 给每间职
工宿舍都安装了空调、电视，建立
了网吧、多功能厅、健身房、乒乓
球室和台球中心， 丰富职工的文
化生活。在工资和奖金上，他也主
张向一线倾斜。

“这样的人才是我们党的好
干部” “季经理没架子， 我们有
事愿找他办， 有嗑愿和他唠， 我
们愿意和他一道工作， 把企业搞
得更好” ……季凯非常珍惜职工
对他的评价。 他觉得， 企业是个
大家庭 ， 每个职工都是家庭成
员， 要互相帮助、 互相尊重， 只
有团结一致， 才能把事业搞好。

季凯对事业执着追求， 对职
工一片真情， 换来职工对他的认
同和拥护， 从而造就事业上的辉
煌。 目前， 企业产品年销量平均
以超过10％的速度递增， ２０１６年
达到2.93亿元。 现在， 北京市民
每食用三块豆腐， 其中有两块就
是 “白玉” 产品， “白玉” 走进
了京城千家万户。

季凯 （左） 在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