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中， 41岁， 四川人，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项目安全总监 ， 负责安全生产工
作19年。

人物简介：

“整天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
履薄冰”， 这是人们对安全管理员最普
遍的印象。 殊不知除此以外， 优秀安
全管理员还有十分从容淡定的一面，
做到这一点， 源于他们善于从安全管
理工作中提炼规律， 总结各自的 “葵
花宝典”。 比如说， 让每位工人实现自
我安全管理， 让每一个点上都实现安
全自治， 督促一把手熟悉安全生产要
点， 切忌经验主义， 力戒整改讲情面，
把高新技术纳入安全管理体系， 将规
范治理贯穿生产全过程等等。 所谓安
全， 就是你在意它， 它就不会糊弄你。
从事安全生产一旦谙熟规律， 遵循规
范， 训练有素， 就能做到在日常从容
不迫、 处变不惊， 实现首都安全发展，
也将顺利地成为一种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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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苏卫填埋场机手班

□本报记者 边磊

每个点上都安全了
才有面上的安全

□本报记者 张晶

中建二局第一建筑工程公司项目安全总监：

杨中

把每位工人
都变成安全管理员

进入隆冬， 天寒地冻， 和年中热火朝天的繁
忙景象相比， 此时的工地显得冷冷清清 ， 工人们
大多已经回家了， 只有项目负责人和一小部分工
人留守于此， 即便这样， 杨中心里的那根安全弦
仍旧绷得很紧， 每天早上8点， 他会准时出现在项
目上， 晚上6点， 大家都下班 了， 他还要再转一
圈才肯离去。

杨中二十出头就在建筑工地当安全员， 这一
干就是19年， 他就像一匹识途的老马， 心中装着
一张安全地图。 “我主要负责安全巡查、 新人培
训、 安全演练， 每周组织大家召开安全例会……”
工作内容繁杂且重复， 但是杨中在说起这些时，
逻辑十分清晰， 布置工作井井有条。

日常安全巡查是牵起其他工作的一根主线 ，
杨中所在的项目包括12栋十六七层高的办公楼，
总面积达19万平方米。 “我们每天都会到项目中去
转，至少要检查两栋楼。”杨中说。 项目已经主体封
顶， 但电梯还没装好， 为了不留安全死角， 他和
专职安全员坚持一层一层地爬， 一点一点地看。

新人培训是杨中另一项重要工作。 “新工人
来到项目上， 必须要经过7天的安全培训， 考试合
格后才能入场作业。” 杨中说， 即便如此， 仍会有
小部分工人在实际作业时违规， 他们的理由很简
单， 身上有安全带， 工作起来不方便。 工人的回

答让杨中又急又气， 之前反复强调的安全纪律，
工人们嘴上答应了， 可一干起活儿来就抛到脑后
了。 怎么办？ 单靠他和5名安全员， 根本管不过
来。 经过和项目负责人商量研究， 他们想到了一
个好办法： 让工人成为安全员， 自己管理自己。

于是， 农民工督察队便成立了。 在队员构成
上， 杨中动了一番脑筋： “我们挑选了一批电工、
架工， 他们属于技术工种， 一旦需要排险， 他们
的技术能够派上用场。 另外， 我们还吸纳了一部
分班组长加入， 他们扎根一线， 和工人打交道最
多， 有时候他们一句话比我们说十句都好使。 同
时， 为了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我们还给督察队员
每人一些小报酬。 目前来看， 这支队伍还真发挥
了不小的作用。” 杨中掏出手机给记者看， 他们建
立了一个安全微信群， 专职安全员和督察队员发
现安全隐患， 会及时拍照发到群里， 杨中会根据
具体情况， 指派相应的责任人进行整改， 此举大
大提升了项目安全管理工作的效率。

安全警句：
让工人成为安全员， 自己管理自己。

每天分早班、 晚班和正常班三班次作业， 填
埋4200吨左右的垃圾， 按照填埋工艺流程完成生
产任务。 这是北京环卫集团固废处理有限公司阿
苏卫填埋场机手班10名职工主要的工作内容。 由
于阿苏卫填埋场填埋工艺要求工序复杂， 在生产
中要使用各种大型机械车辆， 在管理和作业中难
度较大， 安全生产一直是重中之重。 因此， 阿苏
卫填埋场机手班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应运而生。

填埋作业环境较特殊， 作业场地小、 作业点
较高、 人车较多， 易发生事故。 同时， 夏季避雷，
秋季防火， 冬季雪地作业都是需要注意的安全内
容。 因此， 填埋场要求机手班职工必须认真遵守
现场管理制度， 并在作业现场设立禁行和危险等
标牌， 提醒现场人和车辆有序避让， 避免事故的
发生。 在填埋作业时， 不仅要求机手班职工要协
调好作业现场车辆， 更对其他车辆和人员进行合
理安排， 并时时关注作业现场， 及时协调好交叉
作业。

记者在现场看到， 机械车辆种类较多， 包括
推土机、 挖掘机等设备。 为使每位操作者熟知和
遵守相关规定， 机手班对每位操作者逐一考核，
在作业过程中切实按操作规程作业。 机手班每季
度进行一次安全操作规程培训,并且填埋场不定期
的组织员工进行安全教育， 节假日前夕与每位职
工签订安全承诺， 让职工知道安全时刻在身边。

走进机手班， 可以看到一份 《青年安全生产
示范岗创建工作方案》， 班长张戈说： “我们对各
项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和规章制度， 岗位现场管
理规范都有规定， 全员都必须做到无违章指挥、
违章作业、 违反劳动纪律现象， 确保不发生安全
生产事故。”

机手班的成员， 不但具有安全生产意识， 而
且具备安全生产技能和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能够
按照安全生产的工作精神和工作要求全面做好生
产工作， 杜绝发生各类安全生产事故。

说到底， 安全生产， 责任意识大于一切。 因
此日常工作中， 每个人都紧绷着一根弦儿， 对安
全生产隐患排查， 及时整改安全生产隐患。

当然， 日常有意义、 丰富多彩的安全生产主
题活动也必不可少， 大家总结归纳安全生产先进
经验， 推广到填埋场各班组生产工作中， 全面提
高填埋场的安全生产水平， 确保填埋场安全生产
形势持续稳定。

安全警句：
每位操作人员持证上岗 ， 确 保 每

一个作业点都能安全作业。

北京固废处理有限公司阿苏卫填埋场机手班
有职工10人， 其中青年职工6人。 机手班主要负责
填埋场每天4200吨左右的垃圾摊铺压实、 垃圾填
埋堆体的整形等工作。

集体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