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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吊“女侠”刘丽红：

刘丽红（右）认真地为小记者们讲解工作流程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记北京京粮物流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部长孙怡

2005年， 孙怡大学毕业后从
武汉只身来到北京， 凭借扎实的
业务能力， 应聘进入了北京京粮
物流有限公司， 成为一名基层财
务人员。 “这是我毕业后的第一
份工作， 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
一份工作。” 孙怡说。 在京粮物
流有限公司的岗位工作13年， 她
不断成长和进步， 如今已经成为
公司资产财务部部长。 而随着对
财务工作的认识加深， 她也从最
开始的 “账房先生”， 转化成为
现在 “军师参谋” 的角色。

学习培养发展眼光
探索业财一体化模式

80后的孙怡干劲十足， 工作
对于她来说完全就是一份事业。
自从进入京粮物流资产财务部以
来， 孙怡把每一项工作都当作一
次学习 ， 从资金收付 、 凭证记
账， 再到账簿装订， 看似简单反
复、 枯燥乏味， 但却是基础工作
中的重要环节。 “就拿装订凭证
来说， 不但要求单据完整， 一张
不能少， 装订过程我还要思考，
每一张单据背后的业务生成 。”
孙怡说， 这样的思考可以反映出
经营业务的全貌， 也让我更了解
和熟悉企业的业务与发展。

善于思考的孙怡不甘心简单
地做一名只会记账的 “账房先
生”， 她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
业务能力， 将账面上的数字与企
业发展现状相结合， 通过数据分
析， 为企业发展决策提供数据支
持和风险防控。

近年来 ， 孙怡也调整过部
门， 也曾到陌生的领域学习和摸
索， 但面对未知的挑战， 她从不
惧怕。 “2016年， 我被调整到集
法务、 审计风险、 库存管理为一
体的职能部门工作， 离开熟悉的
工作， 有点措手不及， 但同时也
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 孙怡
告诉记者， 为了尽快投入工作，
她一方面充分借力外聘律师及法

律专业人员， 共同维护各项法律
规范， 堵截合同漏洞， 完善库存
管理手续和流程规范， 根据公司
业务特点抓住库存风险点， 全方
位保证公司粮食安全 。 另一方
面， 借助法务、 财务及库存等综
合知识的运用， 孙怡学会了从全
局看问题， 积极思考推动， 提高
业务运行质量， 进一步助力企业
良性发展。

从一个基础会计人员， 向深
层次的财务管理工作转变， 孙怡
尝试探索更多的 “业财一体化”
理念， 即企业业务工作和财务工
作相辅相成的工作思路。 “我相
信 ， 未来 ， 简单重复的基础工
作， 将由电脑来完成， 而人要做
的， 是更加主动和深远的思考。”
孙怡说， 随着工作的深入， “业
财一体化” 的理念， 也成为企业
财务工作发展的主导趋势。

责任当先勇挑重担
职业精神指引发展前行

孙怡的快速成长不是偶然

的， 在她职场升迁的背后， 除了
扎实的基本功和善于思考的综合
能力外， 责任当先、 勇挑重担的
职业精神， 也让她成为很多领导
和同事眼中的榜样。

“我习惯了每天晚走， 习惯
尽可能提早完结手上的工作， 从
不愿拖拖拉拉。” 孙怡说， 这源
于自己对工作的一份责任心， 她
认为责任心是职场人必备的职业
素质。 在孙怡生小孩的那一年，
正好赶上市国资委及财政局双重
审计， 还在产假当中的她， 接到
同事的求助电话， 二话不说就返
回到工作岗位上， 成为既照顾宝
宝又兼顾工作的 “铁人 ” 妈妈。
孙怡说， “那段时间虽然辛苦，
但也让我发现了自己拥有更多的
潜能。”

同样是这份责任心， 让孙怡
干工作从来不挑肥拣瘦， 对于公
司交给的每一项工作， 她都竭尽
所能出色完成。 在企业拓展业务
阶段，她积极配合，主动请缨去出
差； 在企业收购粮源基地的重要
发展阶段， 她总能带着领导的信

任，出差去东北，了解当地的财税
政策、 农产品收购的操作模式，
顺利完成各项前期建设工作。

在孙怡看来， 任何投入都是
可以用价值来回报的， 唯有责任
心是不求回报的 ， 它没有产出
量， 但却可以体现在精神价值层
面上。 对于别人评价她 “责任心
强”， 孙怡很是自豪。

“或许在新时代， 说奉献精
神 ， 说舍己为人精神都太空洞
了， 但身为职场人， 踏踏实实做
好本职工作， 兢兢业业挑起责任
与重担的职业精神， 应该是每个
职场年轻人不可或缺的精神支
柱。” 孙怡用这句话与年轻的职
工共勉。

加强团队建设
让集体智慧出“重拳”

采访当天， 恰逢孙怡刚刚升
职为公司副总会计师， 这也就意
味着 ， 她身上的责任更重了 。
“目前， 我管理着公司的13名财
务人员 ， 负责公司全部财务工

作。” 孙怡说， 除了业务工作外，
如何加强团队建设， 让集体的力
量创造出更强大的生产力， 成为
她又一项新挑战。

事实上， 随着岗位的变化，
孙怡也会主动学习管理知识， 提
高管理能力， 对于 “带队伍” 这
件事 ， 她有自己想法和思路 。
“现如今， 我手下的财务人员大
多数都是90后， 了解他们的想法
和需求， 掌握他们的心理动态，
才能更好地管理他们， 让他们发
挥自身的最大价值。” 孙怡鼓励
同事之间多沟通， 多交流， 分享
业务知识， 也分享生活中的小智
慧。 每天上班前的几分钟， 财务
部的办公室里总能传出同事们在
愉快氛围中分享和交流的声音。

“部门同事之间相处得都非
常融洽， 为了促进同事之间的和
谐关系， 我们常常通过一些小活
动， 拉近彼此的距离。” 孙怡提
议在办公室里放置一个体重计，
提醒职工注意身体管理， 这和女
职工们的减肥计划正好相契合，
同事们都乐意参与其中。 有了共
同点， 同事之间的相处也自然融
洽了。 类似这样的小方法， 孙怡
还想了很多， 她认为， 关系和谐
融洽的团队才是健康的， 极具发
展潜能的。 而这样的软实力也将
进一步促进团队整体综合硬实力
的提升。

为了带好队伍， 孙怡留心观
察职工们的心理状态和工作状
态， 她像老同事教自己一样， 把
在工作中的所学倾囊相授给年轻
人， 不断完善自己的 “人才培养
计划”， 让她手下这支十几人的
小团队更具凝聚力和战斗力。

今年， 荣获北京市三八红旗
奖章的孙怡， 依旧保持着固有的
谦逊姿态， 为实现更大价值、 成
就更大梦想而不断努力。 在她办
公室里的小黑板上， 一串串待办
事宜， 就像前进路上的标尺或信
号灯， 等着完成后去继续追求更
远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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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红家住在山西省运城市
夏县尉郭乡白张村， 毕业于运城
幼儿师范学校， 曾在广州市增城
区中新镇从事过3年教育工作。五
年前，孩子出生后，她怀着为家庭
打拼的心愿来到中铁十六局集团
轨道公司呼和浩特地铁指挥部，
成为一名普通的龙门吊司机。

刘丽红每天7点准时坐进操
作室， 忙的时候， 在10米高的方
寸空间里一坐就是一天， 日起吊
约3000吨， 一个盾构区间下来总
起重量约120万吨。

在整个盾构生产中， 垂直运
输的效率是十分关键的。 为了提
高吊运效率， 她将地面场区布置
熟记于心。 哪里是管片区、 哪里
是材料存放区等等， 刘丽红早已

深深印在脑子里。 如果感觉哪里
不太顺畅， 影响了工作的效率，

她也会及时提醒工程师调整分区
布置。

除了起重吊运工作外， 起重
设备的安全检查也是刘丽红每日
必做的功课。 有一次， 在起重作
业前的常规检查中， 刘丽红发现
大钩的钢丝绳出现了多个毛刺，
凭借着多年的工作经验， 她知道
这是钢丝绳老化， 称重接近临界
值的表现，于是通知了值班领导，
避免了重大危险事故的发生。 为
表彰刘丽红，项目领导授予她“安
全生产标兵”的称号。

刚开始刘丽红真没觉得自己
的职业有什么特别， 只是梦想着
能到大城市拥有一片别样的天
空。 但自从来到中铁十六局轨道
公司后 ， 在企业的教育和帮助
下， 她渐渐爱上了这份工作。 一
想到脚下的工程是城市发展与居
民幸福的基础， 她每天都干得特
别有劲头。 她说， 每天爬上操作
室， 会有一种展翅高飞的冲动；

每天听着龙门吊移动时歌谣般的
声音， 会想到家里的小宝宝在看
着自己 ， “透过窗外的蓝天白
云， 望向家的方向， 那一刻天空
都变得十分清澈。”

6月初， 一场 “内蒙古小记
者走进地铁工程 ” 的开放日活
动， 让原本默默无闻的龙门吊女
司机刘丽红成为呼市地铁2号线
的明星。 现场数十个小记者纷纷
抢着跟他们眼中的 “钢铁女侠”
合影留念。

在此次开放日活动中， 能够
再次重温 “老师” 的角色， 让刘
丽红很是激动。 她说以前支撑她
的是家里的孩子， 现在却有无数
同样可爱的孩子鼓励着她， 她感
觉每天都像是在天上劳动。 天空
中有永远坚挺的吊车骨架， 有变
幻莫测的电雨风雷， 更有城市日
新月异的壮美图景。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焦永超 张春霞/摄

10米高空每日起吊材料3000吨

从“账房先生”到“军师参谋”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