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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章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晶

“坚持学习就一定能达成所愿”

□通讯员 贺东杰 宋建立

四方脸 ， 高鼻梁 ， 中等身
材， 皮肤黝黑， 总穿着一身整洁
的工装， 左胸前常别着一枚闪闪
发亮的党徽， 与人交谈时总是面
带微笑 ， 这就是北京市劳动模
范、 北京环卫集团固废处理公司
草桥消纳站经理何伟鹏给人留下
的第一印象。

听声音就能辨机器故障

1990年， 刚刚高中毕业的何
伟鹏就选择了做一名环卫机修钳
工。 在当时， 很多人都不理解，
一名高中生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
个又脏又累的职业？ 看着一起进
场的同学陆续离开 ， 他也犹豫
过、 彷徨过， 但最终凭借着毅力
坚持了下来。

“一个人， 只要有本事 、 肯
用心， 总会有成功的一天。” 何
伟鹏默默地鼓励着自己， 并用实
际行动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上班时， 他总是虚心地向老
师傅请教遇到的难题， 一有空就
帮别人打下手， 在不断学习中积
累经验； 下班后， 他主动要求加
班， 力争把每个出现的问题都弄
懂摸透。 工作之余， 他利用微薄
的工资购买了大量的专业书籍，
反复推敲各种设备在工作中可能
出现的问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 何伟鹏成
了单位的技术能手， 近百台设备
到了他的手里都变得服服帖帖。
“他仅是听听声音就知道是什么
地方出了问题。 ”甚至有同事这样
形容。在公司举办的技术比武中，
他更是一举夺得了冠军， 首次尝

到了成功的喜悦。

好学上进成为全能人才

1996年， 何伟鹏迎来了人生
的双喜临门： 大学专科毕业、 光
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他面对党
旗庄严地举起右手， 坚定地念出
入党誓词时， 他感到肩上的责任
更重了。 此刻， 他想起了最喜欢
的那句诗： “衣沾不足惜， 但使
愿无违”。 在他看来， 虽然身上
会沾上粪便 、 污物 ， 但都无所
谓， 只要能让北京干净整洁、 让

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健康舒心， 他
就心满意足了。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
下而求索。” 为了更好地提升自
己， 何伟鹏又进修了大学本科，
这让他的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能
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这时的他， 已是方庄粪便处
理站班长。 在大家眼里， 他就是
个全能型人才。 无论是哪个岗位
的活儿， 他干起来都得心应手。
2006年， 草桥消纳站建站， 何伟
鹏也成为站长。 如今， 他在这个
岗位上一干就是12年， 并用实际

行动向公司交出了一份份满意的
答卷。

抢修设备双臂被砸伤

2015年7月，草桥消纳站絮凝
脱水机2号机出现故障，造成设备
无法运转， 可一旦停机就会影响
生产。何伟鹏得知消息后，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与大家一起抢修。经
检查， 是由于齿轮损坏粪便堆积
导致了筛筐破裂。

由于车间狭小， 维修絮凝脱
水机要将机体从室内挪到室外，
放在支架上进行维修焊接。 室外
作业， 天气是最大的考验， 不出
五分钟， 衣服就已被汗水浸透，
粘在身上的感觉虽然难受， 但大
家都没有一句怨言 。 正在抢修
时， 由于支架固定时重心不稳突
然倒了下来 ， 何伟鹏看 到 后 赶
紧上前一步接住了倒下来的支
架， 避免了正在支架下作业的同
事被砸伤。 等到大家一拥而上将
支架重新扶起进行固定并劝他休
息一会儿时， 他却坚持继续投入
到 “战斗” 中。

第二天， 细心的徒弟刘满意
不经意间发现何伟鹏拿工具都费
劲， 急忙上前询问， 才看到何伟
鹏的双臂被支架砸肿了， 胳膊已
经使不上一点儿力气。 看着何伟
鹏肿得高高的双臂， 刘满意的眼
眶湿润了， 但何伟鹏只是微微一
笑， 安慰他道： “没事， 也就是
我身板硬， 要换成你早就被压趴
下了。” 最终， 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 经过三天的连续奋战， 排
除了故障。

平易近人深受职工爱戴

工作中的何伟鹏平易近人 ，
不管消纳站的职工是生病还是家
中有事， 何伟鹏总会第一时间到
家中看望， 把组织的关怀与温暖
送到职工身边。

2015年， 即将退休的一名女
职工查出患有乳腺癌， 何伟鹏得
知消息后， 第一时间驱车赶到职
工家中， 自掏腰包给她购买了慰
问品， 并叮嘱、 鼓励职工要安心
养病 ， 积极配合医院的治疗 ，
“有困难跟组织说， 我们想办法
帮你解决 ！” “谢谢领导关心 ，
部门有您这样的好领导， 我们放
心！” 女职工的爱人紧紧握住何
伟鹏的手感动地说。 如今， 虽然
该职工已办理病退， 但何伟鹏仍
定期关注着她的治疗康复进展情
况， 竭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 获
得了职工们的称赞。

27年来， 何伟鹏始终践行着
自己的承诺， 不仅在工作中始终
发扬 “宁愿一人脏 ， 换来万家
净” 的精神， 还与时俱进、 敢于
创新。 多年来， 他先后多次被评
为集团公司优秀干部、 优秀共产
党员， 并于2005年获得了北京市
劳动模范的荣誉称号。

如今，他已连续三届被评为
集团公司党员代表， 这既是对他
成绩的肯定， 也是对他的一种鞭
策。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只
计较个人得失， 要始终牢记自己
向党和人民许下的誓言和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 正所谓， 衣沾不足
惜，但使愿无违。 ”何伟鹏说。

———记北京环卫集团固废处理公司草桥消纳站经理何伟鹏
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今年43岁的银建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职工谷青松多了个新爱
好———学习考试。 初中毕业就去
参军的他甚至报考了时下大热的
会计考试。 他的自信是从哪儿来
的呢？ 这还要从2015年他参加了
工会组织的进修班说起。

当时的谷青松正处在迷茫
期， 虽然如愿来到昌平区阳坊镇
八口村村委会上班， 但是， 仅仅
凭借之前当过兵、 干过出租车司
机的经验， 根本不能胜任分内的
工作。 他想要学习， 可又不知从
何学起。 “我在心里特别想把这
份工作干好， 可是由于自己知识
匮乏， 在工作中经常碰钉子， 比
如说村里要统计低收入群体， 人
家会用电脑的， 随便做个表格就
能统计好了， 我不会用电脑， 只
能用笔一个一个地计算， 工作效
率低不说， 还特别容易出错， 别
提多着急了。” 谷青松回忆道。

就在这时， 他听隔壁村的同
事说起可以通过参加成人高考进
入工会组织的进修班， 让他眼前
一亮。 “成人高考要考英语和数
学 ， 这对我来说真是两座大山
啊。 英语我是一窍不通， 数学我
只掌握了初中的基础知识， 高中
的知识一点都不懂。” 谷青松说，

有人劝他报个考前培训班， 走走
捷径， 可他却偏要自学备考。

为什么他这么有底气呢？ 之
前 ， 参加出租车司机考试的时
候， 谷青松真是名副其实的 “两
眼一抹黑”， “想当出租车司机，
也要考英语， 在那个时候， 我就

和英语打过一次交道了。 当时也
不知道有补习班， 就全靠自己死
记硬背， 把书揣在身上， 有工夫
就要看上两眼， 最后书都给翻烂
了。” 谷青松说， 接到合格通知
时， 他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竟然
考上了。 也是从这次以后， 谷青

松在心里坚信 ， 不论多难的事
儿， 只要功夫下到了， 就一定能
达成。

准备参加成人高考的时候 ，
谷青松已经快40岁了， 他把之前
备考出租车司机的劲头儿拿出
来。 那阵子， 他白天上班， 晚上
回家吃过饭就开始啃书本， 不到
12点绝不罢休。 就在大家都对他
不太看好时， 一纸录取通知书寄
到了他的手中———考上了！

对于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
会， 谷青松十分珍惜。 他家住在
昌平区， 上课的地点在位于西城
区的工会干部学院， 每次他去上
课， 都要先乘公交再换地铁， 路
上需要两个多小时， “学校9点
钟上课， 因为离得远， 我每次6
点多就得出门。” 在两年半的学
习中， 谷青松极少缺勤， 有一次
赶上下大雪， 妻子劝他就不要去
上课了， 他却坚持冒着大雪赶往
学校。

“我学的是物业专业 ， 共有
24门课程， 包括会计、 计算机、
安全防火、 法律、 写作等， 每门
课都非常实用 ， 我不想落下 。”
谷青松周一至周五上班， 周六日
上课，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
他几乎没有休息过。 虽然很累，

但他感觉非常充实， 浑身都充满
正能量。

“不瞒您说， 参加工会这个
进修班之前 ， 我连电脑都不会
使， 现在我已经能用电脑填写各
种报表了， 就冲这一点， 我之前
的辛苦就没白费 。” 谷青松说 ，
上了安全防火课， 回到村里结合
实际， 他发现了不少安全隐患，
并督促村民及时整改； 上了写作
课， 他学会了写通知、 通稿的技
巧 ， 以前觉得 “难于登天 ” 的
事， 现在竟也能够手到擒来了。
“年轻时候由于条件有限， 没能
好好学习， 现在有条件了， 我想
好好把握每次机会， 不断充实自
己。” 谷青松说。

由于一些原因， 谷青松现在
离开了村委会， 来到银建国旅开
班车， 但是他希望自己将来有机
会还能再回到村委会上班。为此，
最近他又开始学习备考，“现在我
有了大专文凭， 还想把本科文凭
考下来。去年因为单位临时有事，
我缺席了成人高考的英语考试，
差几十分没考上， 今年我准备接
着考，同时，我还想把会计证也考
下来。 ”谷青松滔滔不绝地说着自
己的规划，在他看来，只要自己坚
持不懈，就一定能达成所愿。

———记银建国旅职工谷青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