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春节， 昆明市遭受寒潮
侵袭， 气温连创新低， 但这丝毫
阻挡不了中铁十六局轨道工作人
员勇往直前坚持到底的勇气。 尽
管寒风刺骨， 但为圆满完成春节
前必须完成的任务， 施工工作人
员们不畏严寒， 始终坚守在一线
岗位上。

连日来， 中铁十六局轨道公
司昆明轨道交通五号线土建3标

项目领导班子安排综合办公室人
员为一线员工送去暖心的红糖姜
汤， 并叮嘱大家身体是革命的本
钱， 在工作的同时一定要做好保
暖工作， 确保度过一个安全、 健
康的冬季。

送温暖活动受到了一线员工
们的热烈欢迎。 此外， 项目部还
将冲锋衣、 保暖鞋等防寒物品发
放到一线职工手中。

新春走基层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妈， 快出来呀！ 又有小狗
在当街随地大小便啦！” 话音没
落， “小巷管家” 梁萍三步并作
两步就跑了出来， “在哪在哪”
说 着 手 里 拿 着 纸 就 抓 起 了 一
边 的 “狗粪 ”， 台下则响起一片
掌声。 这是 “小巷管家” 们自编
自导自演的小品 《人人争做小巷
管家》 在2018年龙潭街道 “小巷
管家 ” 新春联谊会上进行的首
演， 活泼演绎了 “小巷管家” 的
日常， 展示了他们参与社区建设
的决心。

作为东城区龙潭街道党建品
牌项目， “小巷管家” 得到市区

的充分肯定 ， 并在全市进行推
广。 截至目前， 龙潭街道119名
居民 “小巷管家 ” 共巡访36398
小时， 随手解决5大类6293件事
项， “小巷管家” 协调上报由街
巷长协调解决事项2417件， 成为
街巷长制的有益补充， 成为了社
会协商治理的有效尝试。

下一步 ， 龙潭街道将深化
“小巷管家” 这一品牌， 探索建
立 “小巷管家团”， 培育社区社
会组织 ； 开展 “金牌管家 ” 评
选， 发挥 “小巷管家” 的示范引
领作用， 深挖地区优势力量认领
街巷， 共同参与社区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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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支好脚架， 把激光设备安
装好。” 日前， 在110千伏都西线
38至39号塔之间的输电线路下，
国网北京昌平公司工作人员正准
备通过激光技术去除线路上缠绕
的防尘网。

在隐患处理现场， 记者看到
又长又轻的防尘网碎片紧紧地缠
绕在线路上， 且下摆随着风向不
停摆动。 “受风力的影响， 下摆
很可能与另一相导线发生二次搭
挂， 从而引发电力事故， 所以必
须尽快清除。” 昌平公司线缆专
业负责人兰建东说， 现在是冬季
用电大负荷期间， 停电处理的方
法被最先排除， 由于周围地势环
境复杂， 而且防尘网缠绕牢靠，
派人用绝缘杆远程清理也几乎不
可能， 所以当即决定采用激光技
术进行处理。

经过约十分钟组装， 激光异
物清除装置准备就绪， 操作人员

通过电脑监视画面可以清楚地看
到异物情况， 随即瞄准缠绕点，
按下激光发射键， 仅几秒钟的时
间， 防尘网就从根部断裂， 跌落
线下。

据兰建东介绍， 激光异物清
除法采取的是远程非接触式可带
电作业方法， 它操作简便， 稳定
性好， 而且不会对电力设备造成
损伤。 “从到达隐患点到组装设
备再到异物清除完毕总共用了半
个小时， 大大提高了架空线路异
物清除工作效率， 同时减轻了作
业人员的工作强度和作业风险。”

据了解， 昌平公司为了力保
地区冬季电力供应， 投入158人，
加大线路巡视及看护力度， 重点
加强线路及通道附近的隐患排查
工作， 并积极运用输电移动作业
平台和激光去异物等技防手段，
为地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坚
实保障。

昌平亮新招保春节居民供电

“我们是第二次将工会福利
变成爱心帮扶了！” “哇！ 真好，
没想到自己无意之中还能为山村
人民做点事情……” 这段对话发
生在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浙江大
学项目部工会福利领取现场。

中建二局上海分公司工会每
年都会开展“四送”活动，包括春
送祝福、夏送清凉、冬送温暖、送
安康等各种形式的员工慰问活
动， 以提升职工在公司的幸福指
数。 而浙江大学项目今年的冬送
温暖慰问活动， 不同于其他一般
的慰问活动， 一大堆的慰问品中
有着“来历特殊”的山核桃。

据了解， 这些山核桃不是采
购于普通的超市， 而是从杭州市
淳安县金紫村的村民那里采购
的。自2016年开始，浙江大学项目
工会支会便与淳安县王阜乡金紫
村形成了结对共建的关系。 2016
年春节， 浙江大学项目采购了村
民自家产的100多公斤山核桃，作
为工会福利发给职工， 帮助了30

多户贫困家庭解决了实际的困难
问题。把“工会福利”变成了“爱心
帮扶”， 温暖了村民和职工的心。
而今年， 浙江大学项目工会继续
了往年的爱心举措， 再次从金紫
村采购了100公斤的山核桃，用实
际行动践行了“结对共建、精准扶
贫”的央企承诺。

“去年我们采购的山核桃，在

职工中反响都很好， 味美又营养
的山核桃刚好可以作为很好的年
货带回家。 也是基于此，今年，我
们毫不犹豫地继续采购山核桃，
继续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帮扶金紫
村的村民。 让职工享受到工会福
利的同时， 还能捐献出自己的爱
心， 传递爱心力量， 彰显央企担
当。 ”项目工会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曾雪娇

工会福利巧变爱心帮扶

2月11日， 丰台区举办 “文
明护照” 颁发仪式暨 “最美丰台
人” 新春座谈会， 向区内11位道
德榜样代表颁发 “文明护照 ”。
全区社会单位积极响应， 为 “文
明护照” 持有者提供免费游园、
免费观看演出、 免费体检、 免费
理发等方面的第一批礼遇， 在全
区形成礼遇文明的社会风尚。

记者了解到， 丰台区将榜样
人物选树作为涵养城市文明的重
要载体 ， 近年来有 400人获评
“最美丰台人”、 33人获评 “北京
榜样”、 14人登上中国好人榜、 2
人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他们是丰
台区的城市标签和道德标杆， 是
精神文明建设中靓丽的风景线。

为引导更多的人滋长好心 、
多做好事、 争当好人， 丰台区推
出了 “文明护照”， 通过礼遇道
德榜样人物， 营造 “学榜样、 当
榜样” 的浓厚氛围， 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 ， 首批
“文明护照” 获得者都是丰台区
荣获全国及市级以上荣誉的个人
道德典型， 包括全国时代楷模、
中国好人、 道德模范、 北京榜样
等， “时代楷模” 郑福来， 全国
道德模范高铁成、 高凤林等27人
成为首批 “文明护照” 持有者。
“文明护照” 由区文明委定期核
发， 并组织年审， 持有者如发生

违法违纪行为， 将取消其护照持
有资格及相应礼遇。

“文明护照” 按照政府倡议，
社会参与的模式运作， 凡自愿给
予道德榜样礼遇的， 提出申请经
文明办审核后均可成为 “文明护
照”支持单位。 目前，已经得到北
京园博园、世界公园、世界花卉大
观园、 北京汽车博物馆、 丰台医
院、 东方名剪等单位的积极响应
和支持， 将为榜样人物提供包括
游园、文化、医疗、商业服务等各
方面礼遇。 “文明护照”持有者目
前可凭借护照免费游览区内各相
关公园和景区， 免费参观北京汽

车博物馆，免费做一次体检，免费
观看在区文化馆举办的演出，免
费理发，免费拍摄全家福等。

丰台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向
道德榜样颁发 “文明护照” 体现
的不只是道德鼓励， 更是价值认
同， 随着 “文明护照” 影响力的
逐步扩大， 将吸引更多单位加入
到 “文明护照” 支持行列。 丰台
区希望倡导更多的社会单位、 组
织和个人参与到礼遇文明的行列
中来， 鼓励更多的人自愿践行文
明， 使争当道德榜样成为人人可
为、 人人乐为的时代追求， 让礼
遇文明成为一种社会风尚。

□本报记者 陈艺 文/摄

丰台为道德榜样颁发“文明护照”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曾丽珍

温暖从一杯红糖水开始

小巷管家演绎日常故事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韩晓冬 张亮

近日， 港创瑞博公司职工之
家张灯结彩、 祥乐飘荡， 2018年
“筑梦扬帆再启航” 迎新春文艺
汇演在这里拉开帷幕。 公司领导
班子成员与广大职工共计200余
人欢聚一堂， 共同观看了一台职
工自导自演的高质量、 高水准、
接地气的演出。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王树文 摄影报道

职工自导联欢会
爱在新春情义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