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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记中铁十六局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一分公司副总工程师李长水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解丽丽/摄

高中学历的他成为技术尖兵

———记朝阳区崔各庄乡安全生产检查队副队长孙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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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勤”大姐的安全经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穿上这身制服， 就代表了
政府的形象， 做一切工作都得对
得起这身制服。” 1980年出生的
孙明华是朝阳区崔各庄乡安全生
产检查队副队长， 她说自己从小
就梦想着能够穿上这样一身精
神、 漂亮的制服， 走入安监的队
伍让她如愿以偿。

2015年， 孙明华通过公开招
聘进入安全员队伍， 被分配到崔
各庄乡安全生产检查队。 无论是
在办公室从事内勤工作， 还是在
外勤检查， 她面对挑战， 迎难而
上。 不仅只用半年时间就考取了
安全工程师证书和特种作业资格
证书， 还为队伍的规范化建设起
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安全生产小白
推动队员共同学习

“我之前从事的工作几乎与
安全生产没有任何的交集， 俗话
说 ‘隔行如隔山’， 一提到 ‘安
全生产’ 这几个字都觉得离自己
很遥远。” 入职之初， 面对陌生
的环境、 陌生的面孔、 陌生的业
务知识， 孙明华有些茫然。

2015年北京市各乡镇的安全
生产检查队刚刚成立， 对检查队
而言是从零开始， 对孙明华而言
则是 “百业待学”。

“安全生产工作涉及的法律
比较复杂， 它覆盖危险物品、 建
筑、 消防、 职业卫生等八大类，
入职后我积极参加市区组织的各
项业务知识培训， 学习安全生产
的各类法律法规来提高业务知
识。” 孙明华告诉记者， 崔各庄
乡安全生产检查队队员平均年龄
只有30岁， 她属于 “年龄偏大人
员”， 因此她必须笨鸟先飞。

通过自学， 刚刚参加安全生
产工作半年的她， 就顺利考取了
安全工程师证书和特种作业资格
证书。

“大家都知道学习是很枯燥
的， 考证更是痛苦。” 孙明华在
考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书时 ， 光
《安全生产技术》 这一本书就400

多页， 其中第一章就是各种切削
机床、 砂轮机、 冲压机的生产技
术。 “我连简单的一个砂轮机、
切割机长什么样子都不清楚， 更
别说安全生产技术了。”

俗话说 ： “要知道梨的滋
味， 就要亲口尝一尝。” 于是她
就在百度搜索查看图片 ， 认设
备、 查构造， 还到机床车间找师
傅学习， 终于搞清楚相关的机械
原理和各种危害因素。 随后， 她
充分发挥 “老同志” 的优势， 在
安全生产检查队组建了 “注册安
全工程师学习班”， 大家共同学
习， 遇到难点问题互相探讨， 一
起交流学习心得， 推动 “工作学
习化， 学习工作化”。

加强规范化建设
拴住心留住人

2016年， 孙明华开始担任安
全生产检查队副队长， 既负责外
勤的业务检查工作， 又承担办公
室内勤队长的工作， 还负责党团

工会、宣传信息、创先争优等。 “内
勤是一项综合协调、 综合服务的
工作，位轻责重，我把每一次工作
任务、 每一种角色扮演都当作锻
炼、展示、奉献自己的好机会。 领
导把我安排在这个岗位上， 要干
就干好。 ”孙明华说。

面对高标准 、 严要求的工
作， 加班成了常事。 孙明华总结
了 “四勤”， 即口勤， 不懂的多
请教老同事； 手勤， 自己多写多
练， 从信息报道 “小豆腐块” 写
起； 脑勤， 多动脑， 多思考； 腿
勤， 走出去， 与外勤的同事一起
到检查现场去。

每天早上， 孙明华总会提前
十分钟到办公室， 梳理当天手头
的工作， 再利用下班前十分钟的
时间， 罗列出尚未完成的任务，
良 好 的 习 惯 让 她 工 作 效 率 不
断提升。

对于新组建的队伍， 如何加
强队伍规范化建设， 如何有效激
发安全员工作的积极性 、 主动
性、 创造性， 如何拴心留人， 成

为孙明华重点考虑的问题。
2016年， 孙明华和同事们一

起建立了层级分明、 职责清晰的
制度体系。 从安全员到生产经营
单位入门开始的言行举止、 隐患
点的法律依据、 文书填写的法言
法语， 到最后的复查输机， 形成
一整套的安全检查工作流程。

在业务开展上， 采取 “男女
搭配、 强弱搭配、 新老搭配” 等
方式， 建立地区规模以上单位的
“一企一档” 工作， 通过各项制
度流程的完善， 全体队员从队伍
组建之初， 生活和工作习惯不尽
相同、 纪律涣散， 转变为作风过
硬， 纪律严明， 每名安全员都有
独当一面的检查技能。

俗话说 “制度管人、 流程管
事、 文化管魂”， 一支队伍文化
建设的增强不仅关系到队伍整体
素质和精神风貌， 还关系到团队
凝聚力的增强。 面对繁重的监管
任务和紧张的工作节奏， 孙明华
本着抓规范 、 聚人心 ， 专从细
处 、 小处做起 ， 向拴心留人发
力， 解决党团关系、 发放生日礼
物 、 清凉用品 ， 还每周开展瑜
伽、 茶艺、 插花、 羽毛球、 登山
等文娱活动， 增强全队的凝聚力
和归属感。

随着规范化建设的不断推
进， 崔各庄乡安全生产检查队最
初一片空白， 如今拥有了队墙、
队旗、 队史、 队歌。

内勤也上夜查
建立队伍公众号

除了做好内勤工作外， 孙明
华还经常和同事们一起出外勤、
上夜查。 一次， 针对冬季用火用
电的夜查中， 孙明华查到了一个
10平方米左右的平房。 一名年轻
妈妈正在照顾小宝宝， 电暖气上
烤着尿布、 灯泡用报纸包裹了起
来 、 地上的电线用的是麻花线
……拿眼一扫， 孙明华就发现了
明显的安全隐患。

“您这几个问题如果不改 ，
很容易引发火灾， 为了您的安全

请马上落实整改。” 孙明华耐心
讲解着。 “不行啊， 家里要是没
电了得多冷 ， 再把孩子冻感冒
了！” 对方以为整改就是要断她
家的电， 连忙拒绝。 孙明华及时
与村内书记、 主任沟通后， 派一
名电工马上帮其进行了整改。 隐
患都排除后， 年轻的妈妈连声向
孙明华说着感谢的话。

今年， 崔各庄乡安全生产检
查队成立了自己的公众号 “崔各
庄安全生产集结号”， 孙明华负
责公众号信息的采集、 编排、 推
送、 维护、 运营等， 对她而言，
这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为做好这项工作， 孙明华先
是上网查询公众号的基本信息，
又慢慢学习公众号内容的采集编
排， 并向经常做公众号的朋友交
流学习等。 从一开始的只会在公
众号后台编写到逐渐熟悉使用微
信编辑器； 从单调的排版版面风
格到逐渐丰富、 多元素的版面风
格； 从不稳定的信息供应到如今
稳定的信息来源； 从生硬的笔触
到逐渐活泼、 有趣的内容； 从粉
丝很少点阅到逐渐越来越多的点
阅、 点赞、 留言互动…… “崔各
庄安全生产集结号” 逐渐成长。

今年10月， 崔各庄乡安全生
产检查队的公众号进入中国安全
生产报新媒体中心发布的全国安
监机构微信影响力排行榜第28
名 。 “我很开心 ， 也很自豪 。”
孙明华说。

孙明华努力付出的同时也在
成长收获。 在2016年北京市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局和北京市总工会
联合举办的北京市 “职工技协
杯” 职业技能大赛中， 她获得一
等奖。 她被评为2016年北京市乡
镇、 街道 （园区） 安全生产检查
队队长标兵， 今年还获得首都劳
动奖章的荣誉称号。

“其实我是众多安全员中的
小小一员，荣誉仅代表过去，对我
来说是一种鼓励和鞭策， 我将会
把荣誉作为新的起点，不忘初心，
全身心地投入到安监工作之中，
用双手守护安全！ ”孙明华说。

他叫李长水， 今年53岁， 现
任中铁十六局城市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一分公司副总工程师。 他虽
然只有高中学历， 却用不懈的努
力， 历经25年， 成为公司的技术
尖兵。

1992年 ,李长水跟着同乡打
工队伍， 从江西农村来到了中铁
十六局密云水库隧道项目， 从那
里开启了他的建筑生涯。 白天，
他跟着大伙搬砖、 推沙子、 当小
工， 晚上当大家打牌、 侃大山的
时候， 他却跑去找带班师傅学看
图纸。 师傅起初很不耐烦， 也不
看好他， 对他说： “你一个打零
工的农民工， 问这些干啥？” 本
来就腼腆的李长水红透了脸， 却
异常坚定地说 ： “我是没有文
凭， 但不能没有知识， 我就想跟

您学点东西。” 师傅看着这个倔
强的小伙子， 扔给他一本书说：
“给你三个月时间， 看不懂图纸
就别再来烦我了。 ”李长水高兴坏
了， 可是他根本就没来得及想一
个只有高中文凭的门外汉要学会
看图纸有多难， 只知道师傅肯教
他了，终于看到希望了。他赶紧搜
集来一堆旧书， 又揣着还没焐热
的400块钱，到书店买了一摞看图
下料、技术规范方面的书籍。他白
天照样和大家一起干活， 晚上就
在发黄的灯泡下啃书本。

功夫不负苦心人 ， 三个月
后， 他真的学会了看图下料。 第
四个月现场桥梁放线的时候， 他
竟能指出现场施工定点位置有偏
差。 负责放线的队长很不高兴地
说他多管闲事。 从未和人起争执

的李长水涨红了脸， 大声说道：
“咱们这是修桥呢！ 人命关天！”
还拿出小本子硬要比划给施工队
长看， 可队长根本不理会他这么
个农民工 。 身后的带班师傅见
状， 拿出尺子对着图纸一量， 得
出的结论竟然和李长水的意见一
致。 从此以后， 一贯怪脾气的带
班师傅接纳了这个刻苦勤学的小
伙子， 把他带在身边， 手把手传
授技术、 灌输知识。

李长水深知自己文化水平
低， 于是长年累月地坚持业务学
习和技术钻研， 逐步成为技术、
算量方面的专家。 2002年， 在兰
海高速项目， 李长水提出先精确
算量， 再用钢板拼接的方法代替
制梁厂先焊接再切割钢板的方
案， 既节省了人工又减少了材料

浪费， 仅此一项， 就为项目部节
省资金十几万元。 2007年， 乌鲁
木齐机场项目进入紧张的抢工阶
段， 连专业分包商都解决不了的
预埋件钢板成弧问题， 被刚当上
钢结构工长的李长水成功破解。
在2014年的全国钢筋翻样大赛
中，李长水突破数千人重围，击败
了众多所谓的研究学者， 以一名
普通技术工人的身份斩获了内蒙
古赛区冠军。 那些科班出身的工
程师们听闻51岁的李长水只有高
中学历，都不由得竖起大拇指。

李长水不仅自己好学习爱钻
研，对徒弟也是倾囊相授。他利用
晚上和工作之余， 在项目部会议
室给大家讲图纸、 讲算量， 传授
CAD和广联达软件知识。 如今，
不是老师的他却已桃李满园。

孙明华 （左） 进行安全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