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工会人

奖章背后的故事

“3月9日参加完舞动心理团
体辅导课的职工都很开心， 我们
工作人员也很欣慰呢！” 丰台区
长辛店镇总工会大学生助理员郭
莉莉说。

今年35岁的郭莉莉， 在工会
工作中还是个 “新人”， 自2016
年入职以来， 就担负起工会宣教
和女工工作。 “我们辖区大企业
少， 村属企业较多， 工会经费也
有限， 于是我们尽量依托市总工
会、 丰台区总工会的活动通知，
组织辖区职工参加。” 郭莉莉说，
“前不久，我们根据丰台区总工会
下发的‘三八节’系列活动通知，
跟领导商量过后， 选择了北京市
舞动心理团体辅导课和陶艺制作
课两个活动， 然后下发通知， 鼓
励职工来参加。”

丰台区长辛店镇总工会下辖
共有30多个基层工会， 每次组织
活动， 郭莉莉和其他工会工作者
都需要和这些基层工会联系。 舞
动心理团体辅导课只有30个名
额 ， 镇工会要先把名额分配下

去 ， 在相关的联络群里发布通
知， 然后统计大家的时间， 组织
大家参加， 这中间一系列繁琐的
工作， 都由郭莉莉和其他工会工
作者完成。

“虽然联络过程很繁琐 ， 但
还是顺利完成了。 陶艺制作课将
在 3月底开课 ， 大家都盼望着
呢。” 郭莉莉说。

在工作中 ， 郭莉莉时刻以
“敢于负责、 长于协作、 善于学
习 、 勇于创新 ” 的标准要求自
己， 不让任何一件工作在手中延
误。 为了能够胜任以上工作、 也
为了提高自身素质， 她利用网络
收集资料、 加强学习， 不断为自
己充电。

长辛店镇总工会有自己的微
信公众号， 而经营微信公众号的

“重任” 也落在郭莉莉身上， 她
通常会转发一些市、 区工会的微
信文章 ， 发布镇工会的相关信
息。 为了将微信公众号经营得更
好， 郭莉莉努力研究微信制作方
法， 学习微信制作的相关技巧，
努力将每篇文章都编辑得生动有
趣。 截至目前， 她已经发布原创
微信百余篇了， 其中有一些信息
类介绍优惠活动， 也有一些工会
组织的文化体育类活动的总结。

“虽然有时候很忙碌 ， 但我
觉得微信公众号也要讲究时效
性 ， 要让职工及时了解活动情
况， 所以不管多忙多累， 我全部
是当天搞完活动当天发布信息。”
郭莉莉说， 在活动组织方面， 他
们组织职工参与园区团拜会演
出、 镇政府春节联欢会、 幸福职

工家庭评选活动、 北京榜样评选
活动、 三八节艺术之旅、 五月鲜
花情景剧、 职工 “丰采杯” 钓鱼
比赛、 羽毛球比赛等各种活动，
丰富的活动很受职工的欢迎。

而八小时约定征文、 植树爱
绿倡议书等活动一发起， 郭莉莉
也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传播， 收
到了很好的效果， 尤其是植树活
动， 不仅吸引本镇职工参加， 丰
台工商所的职工们看到微信后也
打来电话希望能参与其中。

“遇到节日， 我们也通过微
信公众号向职工发出祝福， 职工
反馈热烈。 在不断努力下， 短短
一年半， 关注我们长辛店镇总工
会的用户数由最初的不足千人达
到1800多人 ， 并始终在上升 。”
郭莉莉自豪地说。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图

用微信公众号助力工会宣传

□本报记者 张江艳

在顺义有一片12000平方米
的区域， 这里有130多人终日挥
洒着 “画笔”， 描绘着秀丽街景。
他们是顺义区城镇环境卫生服务
中心清洁一队， 队伍领头人是一
位巾帼英雄———2015年北京市先
进工作者、2016年北京市第十次
党代会党代表赵红玉。

日日与垃圾为伍， 年年是风
霜雪雨。 要在这种条件下保持城
市的清洁美丽， 就要求环卫工人
做到 “严、 勤、 细、 恒”， 时时
处处不能懈怠， 几十年如一日做
好一件事情。 赵红玉就是这样 ，
把环卫当做她一生的事业来做。

熟悉的大街她从青
年守到中年

每天6点前上街巡视 ， 40多
公里路程 。 寒来暑往 ， 风霜雨
雪 ， 夏天长晒斑 ， 冬天长冻疮
……参加工作29年来， 赵红玉沿
着熟悉的大街 ， 从青年走到中
年， 默默守护。

目前，她带领的7个班组、133
名一线职工负责五中路、 光明南
北街、 八中东西街等20条主要大
街、100多平方米的道路、 人行步
道、绿化带，包括交通路口的清扫
和保洁，果皮箱、隔离栏的擦拭 ，
春季清扫杨花、雨季清理积水、秋
季突击落叶、冬季铲冰扫雪，这些
工作早已是不断重复的常规。

每个清晨， 赵红玉风雨无阻
地骑着车， 一丝不苟地检查每一
个路段的业务质量， 一天至少要
在责任区域转上两圈。 遇有检查
卫生、特殊天气、重大活动更是要
不停巡视， 一年下来要骑行至少
一万多公里的路程。 虽然日复一
日地重复着简单的工作， 但她从
没有因为简单乏味而有过一丝一
毫的懈怠， 甚至见到一个被人随
意丢弃的废纸片也会顺手拾起。

从创建卫生城市 、 好运北
京， 到北京奥运会、 花博会， 诸
多令人瞩目的大型活动， 赵红玉
早出晚归， 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工

作时间， 一刻都不放松。 北京奥
运会的时候 ， 因为中暑加上发
烧， 她白天靠消炎药坚持在工作
岗位上， 晚上再到医院输液， 却
硬是没请过一天的病假。

过年节假日， 人们都沉浸在
小家庭的幸福中， 赵红玉和队员
们却坚守在大街小巷。 从除夕到
大年十五， 他们每年都要清除上
百吨的烟花爆竹屑， 年年除夕和
初一， 她都是和清洁队的队员们
在街上度过的， 为的就是让大街
小巷干干净净，人们能喜庆过节。

多年来， 她默默感谢着家人
的理解和支持， 同时对家庭充满
了内疚。 但她却说：“每当看到人
们在整洁清新的环境里喜气洋
洋，我心里由衷地欣慰和快乐。”

他们不仅是同事更
是兄弟姐妹

大街上人来人往， 布满了赵
红玉和队员们的足迹， 也见证着
他们平凡岗位上的感动。

多年前的一天晚上， 燕京桥

上遗撒了大量的沙石料， 被来往
的车辆碾压得一塌糊涂， 污染了
足有近千平方米的路面。 当时，
赵红玉接到通知， 第二天恰逢重
大活动， 要及时清理路面。 时间
紧、 任务重， 赵红玉和大伙儿一
起商量办法， 有一位大姐叫来自
己的爱人， 他不仅开来自家的大
车， 还和他们一道边扫边装车。
那一天， 人人干得热火朝天， 个
个都是汗流浃背……

“那场面至今还不时地回旋
在我的眼前， 让我更加珍爱我们
这个温暖的集体 。” 赵红玉说 ，
每一次抢任务， 都给她太多的感
动， 让她久久不能忘怀。

赵红玉常说 ， 她的岗位职
责， 不仅仅是认真检查、 严格管
理， 更多的是和职工打成一片。
她和大家的关系不仅是同事， 更
是同甘共苦的兄弟姐妹。 只有同
甘共苦， 才能建立真诚的友谊，
才能团结起来共同克服工作中的
难题， 解决更多的问题。

工作中， 赵红玉坚持按照工
作程序和业务标准严格要求和检

查业务质量， 对违反制度的耐心
劝导， 同时和职工们常谈心交朋
友，谈人生理想，也谈家常里短，
谈学习工作，也谈柴米油盐。队员
中有生病的 ，她都要及时探望 ，
她还把自己当成一个学生， 虚心
向他们学习， 努力成为他们中的
一员， 以真诚赢得队员的理解和
支持， 更赢得尊重和信任。

如今， 大家关系融洽， 坦诚
相见， 遇有紧急任务只是一声招
呼， 大家都能不顾分内分外， 不
谈得失报酬， 共同面对， 齐力解
决。比如下雨天马路积水，有的路
面凹凸不平， 有的下水道阻塞，
她就带着职工冒雨清理积水， 并
主动和有关单位沟通， 在低凹处
通出一条小水沟疏通积水。

环卫不只尘土飞扬
也有科技含量

2011年2月 ， 清洁队新承接
了门前三包硬化路面100万平方
米的保洁任务， 但保洁人员没有
增加。 为了保证业务质量， 赵红

玉大胆创新工作方法， 她将原来
的班次进行调整， 加强了城区保
洁力度 ， 还确定了新的保洁标
准， 更完善了各项制度， 每周进
行业务自查， 建立奖励机制， 尤
其是耐心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
最终， 她不仅诚心赢得职工们的
充分理解和主动配合， 她制定的
新制度也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经过几个月的运行， 清洁队的各
项工作步入了正轨， 在历次活动
与检查中经受住了检验， 得到了
领导和市民的认可。

“谁说环卫都是尘土飞扬，环
卫也应该有科技含量。 ”在赵红玉
工作的思维中， 有这样一个做事
观点，那就是：无中求有，有中求
优，优中求新。她是一个勇立潮头
的人， 一旦有什么有利于工作的
新鲜事物，她总是要抢先试一试。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 环卫
也面临科技的挑战 。 赵红玉认
为， 环卫作业的机械化就是大势
所趋， “顺义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也使清洁队的业务范围不断扩
大， 作业标准不断提高， 作为基
层干部， 除了不折不扣地完成领
导交办的任务， 更多要静下心来
思考， 加强修养认真学习， 不断
创新管理模式和工作方法， 使工
作得到加强和改进。”

2016年，作为行业代表，赵红
玉出席了北京市第十次党代会，
会议结束她带着满满的精神收获
和无限的激情与感慨回到工作岗
位，一边作宣传员，传达会议的精
神，一边作指导员，带着大家努力
践行会议精神， 同时聆听一线员
工的心声， 反映环卫工作中亟待
解决的问题，提出合理建议，并且
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 更与时俱
进的态度， 去看待如何提高环境
卫生整体建设水平， 她知道自己
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环卫工作很平凡， 没有惊天
动地的事迹， 没有满腹的豪言壮
语， 无数次的弯腰塑造了他们的
伟大， 赵红玉和队员们靠常年的
坚持继续为城市的清洁出力。

———记顺义区城镇环卫中心清洁一队副队长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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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环卫当做一生的事业去做

赵红玉（右）和队员一起清扫卫生

———记丰台区长辛店镇总工会大学生助理员郭莉莉

社址：：北北京京市市丰台区东铁营横七条12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79 投递发行：６３５２６１５１ 零售：1 元 ／份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宣工商广字 ００２０ 号 广告热线：63522410 印刷：工人日报社印刷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