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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奖章背后的故事

裴菁是京港地铁运营控制中
心的一名高级系统调度管理员。
地铁运营控制中心就像地铁的
“大脑”， 在日常地铁运营中起到
运营总指挥的作用， 包括地铁列
车的调度、 客流监控以及对车站
环境、 电力系统的监控。 1996年
起， 裴菁开始在地铁行业工作，
工作22年的她已是个 “老地铁
人” 了。

说起从事地铁工作的缘由 ，
裴菁坦言这都源于妈妈。 “当初
选择地铁其实是妈妈有这个愿
望 ， 她觉得能在地铁工作很稳
定， 希望我能够从事这个行业。”
如妈妈所愿， 裴菁成为一名地铁
员工。

如今， 地铁已经成为人们出

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但说到忙碌
在地铁上的工作人员， 大多数人
的印象还仅仅停留在站务员、 乘
务员这些岗位上。 对于裴菁从事
的车站环境和电力的监控、 调度
及管理工作， 很多人都是知之
甚少 。

裴菁的工作地点远离车站还
有列车， 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则是
她每天都要忙碌的地方 。 白天，
她会和同事们负责监控多条线
路、 数十座车站的电力、 温度、
通风、 消防设备运行的情况。 夜
间， 这个岗位的工作人员还要确
保施工区段的停、 送电工作。 遇
到突发情况时， 还要判断怎样的
断电和送电方案能够尽量减小故
障影响的范围， 以保障乘客的顺

畅出行。
电流、 电压是裴菁最熟悉的

监控对象。 每一次值班的12小时
里， 她需要不间断地紧盯电脑屏
幕， 查看、 了解电力设备的运行
状态。 遇到大风、 雷雨等恶劣天
气， 裴菁更是要时刻关注报警信
息 ， 一旦外部电力系统发生波
动， 她便要迅速判断地铁内哪些
区域的电力系统会受到影响以便
及时通知相应车站工作人员到现
场查看。

在很多人看来， 裴菁这样的
工作状态很辛苦。 既要不分昼夜
的倒班， 还要时刻保持高度注意
力， 压力和责任都很大。 但裴菁
却这样认为： “当你真的想做好
一件事时 ， 就不会觉得辛苦 。”

而她的努力也得到了肯定， 2016
年她被评为京港地铁优秀员工。

除了高级系统调度管理员 ，
裴菁还有另外一个角色———京港
地铁安全类公益活动 “京港地铁
安全训练营 ” 的一名安全辅导
员。 她会给来到轨道交通指挥中
心的小朋友们讲解地铁调度的工
作， 通过自身工作的经验， 让更
多孩子和家长了解到地铁人背后
的默默付出。

在裴菁心中， 地铁工作已经
成为了一份让她引以为豪的职
业。 每当想到地铁的运行承载着
一个城市的运转， 有那么多匆忙
追梦的城市人乘坐地铁出行时，
裴菁便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具有非
凡的意义。

□本报记者 盛丽

屏幕前实时监控地铁运行
———记京港地铁运营控制中心高级系统调度管理员裴菁

□本报记者 闫长禄

她是冒着医学 “禁区” 两次
为病患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天
使姐姐； 她是法庭里手持法槌维
护公平正义的庄严法官； 她审结
的1300多件案件无一发回 、 改
判， 是大家公认的审判业务的行
家里手；自2007年至今，她累计参
加志愿服务时数3000多个小时 ，
以她名字命名的爱心团队将公益
志愿的信念种植到了大街小巷。
她曾荣获过全国道德模范、 全国
三八红旗手、 全国优秀法官等在
内的诸多表彰， 但面对这些沉甸
甸的荣誉， 她说， 我是一名人民
法官， 更是一名共产党员， 这都
是我应该做的。 她就是北京市房
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厉莉。

曾用承诺守护女孩生命

“人只有为别人做点事情 ，
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希望能
把这些感悟带到工作中， 让自己
多做点实在事。” 厉莉说。

脱去黑色法官袍， 日常生活
中， 厉莉是个爱美的姑娘。 在她
的电脑中拥有数十个存放照片的
相册文件夹。 格子衫、 碎花裙、
俏皮的小礼帽……照片中的厉莉
美丽时尚。 在所有照片里， 她最
喜欢的是一张合影： 一位身材高
挑的女孩挽着她的胳膊， 亲切地
倚在她肩膀上。在二人身后，是上
海朱家角宁静的河面。 “她就是桑
桑， 曾经两次接受我造血干细胞
移植的姑娘，已经去世多年。 ”看
着照片，厉莉有些感伤。

对厉莉来说， 捐献造血干细
胞并不是一时冲动的决定。 在她
4岁那年， 厉莉的一位远房表姐
因为罹患白血病离世 ， 年仅12
岁。 这成了厉莉抹不去的童年记
忆。 “长大后， 我一直想着能不
能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 2001
年， 她偶然得知了有关中华骨髓
库的消息。 “那时， 捐献造血干
细胞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比较
陌生的概念 。” 厉莉告诉记者 ，
说一点都不担心， 不是真心话。
但儿时起就埋在心底的这份愿
望， 无形中给了她奉献的勇气。
那一年， 厉莉登记成为一名造血
干细胞志愿捐献者。

转眼到了2007年， 当时还在
辽宁大学读研究生的厉莉接到来
自中华骨髓库工作人员打来的电
话， 告知她一位患有白血病的小
女孩桑桑需要她的帮助， 厉莉毫
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并进行了
第一次骨髓造血干细胞的捐献。
在医务人员的帮助下， 厉莉顺利
完成体检、 验血、 匹配， 最终以
抽血的方式提取了造血干细胞。
年轻的生命得以延续， 一个家庭
获得新生， 厉莉也被小女孩桑桑
亲切地称呼为“天使姐姐”。 然而
不幸的是，2009年，小女孩桑桑再
次发病， 此时已过而立之年的厉
莉已经成为房山法院的一名法
官，她不顾再次捐献骨髓的风险，
推迟自己的生育计划。 在丈夫的
支持下， 她第二次来到小女孩身

边，但由于女孩病情危重，经过多
番抢救无效，女孩最终离世。

“当时我再次见到桑桑时 ,
她只有不到 70斤， 由于口腔溃
疡不能张口说话 。 见到我后 ,她
用 右 手 挣 扎 着 写 下 几 个 字 ：
‘姐 ,疼吗 ？’ 那一刻 ， 我觉得自
己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厉莉
说， “既然已经成为志愿者， 我
就不能反悔， 我在用一个承诺守
护生命。”

让人人参与绘就公
益地图

很快， 厉莉捐献造血干细胞
的消息渐渐在同事中间传开。 受
到厉莉事迹的感染和鼓舞， 房山
法院的许多同事都自发加入到志

愿服务的行列， 跟厉莉一起并肩
战斗。

2009年9月 ， 以厉莉名字命
名的志愿服务团队 “房山法院厉
莉爱心团队” 成立。 此后， 厉莉
带领爱心团队不仅积极投身于助
学济困、 抢险救灾、 助残敬老、
绿色环保等公益事业， 更以法台
为 “阵地”， 发挥职业特色， 启
动 “天平之光” 法律援助计划，
开通 “厉莉爱心团队法律志愿服
务热线”， 利用流动灵活的 “普
法巴士”、 方便快捷的微博、 微
信公众号 ， 通俗易懂的宣传片
“小乐说法 ” “打官司那些事
儿”， 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开展法
律宣传和义务咨询等普法活动 。
至今已经和16个学校、 厂矿、 社
区、 乡镇开展法制共建， 共发放
“诉讼风险须知” 及法律常识材
料近万份， 接待来访者600余人
次， 举办妇女儿童维权、 知识产
权保护等专题课程11次。

此外 ， 厉莉还结合自身经
历， 针对志愿者在公益活动中的
权益保护开展专题讲座， 为志愿
者提供服务， 提升志愿者自我保
护能力， 做 “志愿者的志愿者”。
为了让志愿理念得到更多人的理
解， 她在北京16个区组织 “爱心
故事” 巡回宣讲， 将公益志愿的
信念种植到了大街小巷。

经过多年的不断努力 ， 如
今， 厉莉爱心团队从最初成立时
的40余人拓展到了200余人 。 团
队的努力也赢得了社会的认可，
先后荣获首都巾帼志愿服务优秀
团队、 首都学雷锋志愿示范岗等
荣誉称号。

“公益应该大众化 ， 公益只
有走进老百姓每个人的心间， 在
社会上形成一种我为人人、 人人
为我的氛围才可以做好。” 厉莉
说， “如何让公益大众化， 就要
让大家认识到公益是一个快乐的
东西， 公益是一个时尚的东西，
人人都可以参与进来绘就公益地
图， 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

践行法治信仰做一
名好法官

“对待工作兢兢业业 ， 对待

他人热心奉献。” 这是房山法院
所有干警对厉莉的一致评价。 厉
莉2008年进入房山区人民法院 ，
先后在不同岗位工作过， 自2010
年4月23日她第一次开庭到现在，
经厉莉审结的各类民商事案件达
1300余件， 无一起发回重审， 无
一起改判， 无一起超审限， 无一
起涉诉信访， 赢得了当事人和群
众的高度认可。

2018年3月5日， 厉莉以全国
人大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两
会， 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北京代表团审议时， 厉莉向
北京团代表讲述了她在审判中的
一个小故事。去年年初，房山法院
受理了一件案件。 案件原告是在
外地注册、 在北京经营的一家小
贷公司，涉及全国各地200多名被
告。 从表面看，原告证据齐备。 但
在审理中厉莉发现， 这些被告在
借款时都被原告的代理人要求以
自己的名义办一张银行卡， 而卡
实际放在原告代理人手里， 通过
这种方式制造银行流水。 “其实这
些被告根本没有借到转账凭证中
所记载的那么多钱。 原告则通过
这种方式谋取了巨额利润。 ”厉莉
说，被告方起初抵触情绪非常大，
担心在北京经营的原告与北京的
法院熟悉，要谋取不法利益，坚决
要求把这个案件移送到外地审
理。 后来经过房山法院认真细致
调查，查清了案件事实，做出了公
正判决。 这个结果不仅规范了小
贷公司的经营行为， 也赢得了群
众对司法的信任。

“这种刻意将证据做的非常
完备的诉讼案件， 在审判中要想
查明事实非常困难， 我们付出了
极 为 艰 辛 的 努 力 。 但 这 种 艰
辛 诠 释的是一种情怀 、 责任和
担当。 虽然我们只是全国12万法
官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但我们却
是14亿人口中能够通过一纸判决
引导社会价值、 规范社会秩序的
那仅有的12万！ 审判是一个颇具
灵魂感和神圣感的职业。” 厉莉
骄傲地说。

“我要努力做一名好法官，在
审判工作中践行法治信仰， 让每
个案件当事人感受到公平正义。 ”
厉莉说，这将是她一生的追求。

———记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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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案件当事人感受到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