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 ： 国网北京城区供
电公司配电运营指挥中心值
班员张毅

时间 ： 2018年7月 18日 ，
晚6点

地点 ： 国网北京城区供
电公司6楼配电运营指挥中心

守住高 空 的
“生命线”

人物 ： 西城区大栅栏街
道安全生产检查队副队长陈
丽萍

时间 ： 2017年7月15日 ，
上午10点

地点： 前门西河沿大街

电 力 安 全 的
“守夜人”

人物 ： 市安监局督查处
雷阳

时间： 2017年9月8日， 晚
11点左右

地点： 北京市委市政府安
全生产第四督察驻地会议室

灯火通明的督
察会议室

□本报记者 刘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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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百姓姓生生命命安安全全的的守守护护者者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是安全生产一线的守护者， 当人们享受天伦

之乐时， 他们却深入生产一线排查隐患； 有这样一群人， 为了守住安
全生产最后一道防线， 他们夜以继日， 任劳任怨； 还有这样一群人，
当暴雨来临时， 他们不畏艰险， 始终冲锋在前， 逆流而上， 坚守在抗
洪救灾的第一线。

他们就是活跃在我市各个领域中的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工作人
员， 他们用专业的知识和敬业的精神， 守护着一方百姓的生命安全。

人物 ： 北京城市排水集
团专职安全员隗琴超

时间 ： 2018年7月 16日 ，
下午6点40分

地点 ： 安宁庄西路当代
城市家园门前

暴雨中59个小
时的坚守

人物 ： 通州区玉桥街道
安全生产检查队专职安全员
宋媛媛

时间： 2017年12月12日 ，
上午11点

地点 ： 玉桥街道办事处
社服中心二层

家人的支持是
前进的动力

人物 ： 朝阳区崔各庄乡
安全生产检查队专职安全员
孙明华

时间 ： 2017年7月 10日 ，
凌晨1点

地点 ： 崔各庄乡吉祥寺
桥往南100米

平安无事就是
最大的奖赏

人物 ： 大兴区安监局职
卫综合科王静怡

时间 ： 2018年7月16日 ，
上午10点

地点 ： 大兴区安监局职
卫综合科

共建安全健康
职业环境

人物 ： 中建二局第一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工程师
王长驹

时间 ： 2017年 9月 5日 ，
晚上11点

地点 ： 中建二局项目部
会议室

完成百天攻坚
战确保冬季供暖

人物 ： 延庆区专职安全
员张燕燕

时间 ： 2018年4月24日 ，
上午9点30分

地点 ： 海淀区金泰海博
大酒店

安全宣讲为劳
动者撑起保护伞

人物 ： 公交集团第二客
运分公司41路驾驶员孟大鹏

时间 ： 2018年7月 22日 ，
下午3点

地点： 公交集团第二客运
分公司41路车队创新工作室

41路的VR安
全教育

人物 ： 首都机场街道安
全检查队副队长沙志鑫

时间 ： 2018年7月16日 ，
上午10点

地点 ： 机场工作区宿舍
楼工地

用镜头记录身
边的安全

“值长， 咱们今儿的架空
入地工程因为大雨不得不推迟
完工时间了！”

“雨天增加了施工难度，
工程延期可以理解， 严格按照
工作延时的流程处理。 虽然工
作遇到了困难， 但是一定通知
现场注意安全。 遇到雨天， 咱
们的时间要求可以放松， 但是
安全要求一定不能打折！”

这天， 白广路架空入地工
作正在进行， 国网北京城区供
电公司配电运营指挥中心值班
员张毅在和同事们沟通工作。

张毅告诉记者， 国网北京
城区供电公司架空入地工作强
度大， 工期紧张， 为不影响居
民用电， 公司尽全力将停电影
响降到最低， 大量工程都在零
点以后进行 。 当人们进入梦
乡， 调控值班员依然坚守在岗
位上， 为现场的工作下达一步
步指令， 为电力的安全把好最
可靠的一关。

“现场视频监控一定要保
证清晰通畅， 告诉他们一定要
注意 ， 刚刚下完雨 ， 非常潮
湿， 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好， 不
能有丝毫马虎。” 夜里１点半，
张毅还在岗位上。 直到凌晨5
点， 当晚的工程暂告一段落，
张毅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电力工作者一直是高危
行业， 在纷繁复杂的电力操作
中， 每一步都事关工作者的人
身安全， 配电运营指挥中心的
调控值班员也许无法和平常人
一样朝九晚五， 但我们知道自
己是电力工作的监督者和把关
人， 我们了解自己身上背负的
沉甸甸的责任。” 张毅说。

“有什么事情你直接找我
们头儿去 ， 我们就是个干活
的， 为难我们干什么？”

“检查耽误作业时间， 我
们按期交不了工， 扣了钱， 你
们负责啊？” ……

这天， 西城区大栅栏街道
安全生产检查队副队长陈丽萍
在检查时发现， 临街的一个高
楼在粉刷外墙 ， 两名 “蜘蛛
人” 正在进行高空作业。 她连
忙叫停了他们的工作， 检查他
们的高空作业证、 安全防护措
施等。 一开始， 两位工人满不
在乎， 一问三不知， 并且不耐
烦地抱怨。

陈丽萍看了看他们， 一句
话也没说， 只是指着安全带严
重破损的地方让他们看， 这让
他们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安全
带要出了问题， 那就是人命关
天的大事儿， 后果不堪设想。
两位工人一改不耐烦的态度，
抓着陈丽萍的手不停地说 ：
“谢谢！ 太感谢了！ 多亏了你
们！ 这是救了我们的命啊， 我
们马上按照你们的要求改正。”

“有人说， 安全员就是喜
欢没事找事， 小题大做， 但我
们并不在意， 因为我们的工作
是靠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来约
束企业。 我们的目的， 是让企
业真真正正把安全当做头等大
事来抓。” 陈丽萍说。

“工作中， 我收到过感谢
信， 也写过感谢信， 但去年督
察期间的一封感谢信却让我记
忆深刻。” 市安监局督查处雷
阳回忆说。

去年， 他参加了5个区的
督察， 督察工作的三个阶段严
谨有序、 环环相扣。 无论是查
阅资料还是各类座谈， 或是个
别谈话以及外出延伸， 都是查
找问题 、 调查研究 、 提出假
设、 验证假设、 反馈修正、 得
出结论， 最终形成督察报告的
重要环节。

在查阅一个区行业部门文
件制定和街道乡镇会议资料
时， 不但要比对四十多个部门
的文件制定， 还要查看十几个
街道三年来的会议文件， 每一
份文件要仔细查看， 每一年会
议资料都要翻阅到。 每天加班
加点到晚上十点是常态， 有时
为了核准核实一个线索， 工作
到凌晨也是有的， 甚至周末时
间也在督察驻地加班工作。

那段期间， 督察驻地会议
室在夜里经常是灯火通明， 负
责会议室保障的服务员也因此
要加班保障 ， 作息不定 。 最
初， 服务员问的是用不用会议
室， 后来， 就问用到几点， 再
后来干脆不问了。

有一次督察临近结束， 督
察组在完成工作也长舒一口气
通知服务员当天不用再加班
时， 没想到服务员当时直接就
转身跑向服务台， 高兴地边跑
边喊： “他们结束了， 他们结
束了！” 雷阳和其他督察人员
都愣了。

督察结束时， 督察组给服
务员写了一封表扬信， 后来服
务 员 也 给 雷 阳 发 来 一 条 短
信 ， 说谢谢对他们服务的褒
奖， 也对督察组的敬业精神表
示肯定。

从回龙观育知东路轻轨桥
下到安宁庄西路、 上地东路、
后厂村、 复兴路和茉莉园等10
余处积滞水点， 每到一处， 都
有北京城市排水集团专职安全
员坚守一线的身影。 从7月15
日19时备战等雨开始， 直到18
日清晨集团解除特级响应， 北
京城市排水集团全体人员经历
了59个小时， 圆满完成了两天
三夜的备勤任务。

“张师傅快离井口远点，
这里不安全， 您看看身后的旋
涡， 水流湍急， 稍有不慎就会
出现意外。”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
是安全员来了， 放心吧， 没事
的 ！ 我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防
汛， 有经验， 错不了。” 张师
傅说。

“不行不行，太危险了，您
还是先到安全的地方， 万一滑
倒，极易发生坠落、淹溺事故，
后果不堪设想。”专职安全员隗
琴超边说边向张师傅示意。

张师傅一边走一边笑着
说： “你们这些安全员， 大事
小情你们都管， 我们这防汛处
置不都是为了老百姓安全出
行， 你说我要是不站在漩涡前
方提醒老百姓， 万一出现路人
不小心坠入井下， 我的责任就
大了； 再说我这离井口不还是
有一定的距离， 你放心吧， 安
不安全我心里有数。”

“各位师傅，大家都过来，
听我说， 现在道路上积滞水面
积较大， 大家处置时一定要多
加小心；前几年北京下暴雨，就
出现过一起人员不慎坠落雨水
井，酿成亡人事故……”

经过隗琴超的耐心劝说和
认真开导 ， 大家认识到了错
误， 保证以后一定会按照防汛
预案开展作业。

站在宣讲台前， 时而娓娓
道来 ， 时而慷慨激昂地讲述
着， 台下听众们的思绪无一不
被她讲的故事所牵动。 在2018
年海淀区 《职业病防治法》 宣
传周启动仪式暨职业健康巡回
宣讲舞台上， 延庆区专职安全
员张燕燕应邀进行演讲。

张燕燕从入职起就担任街
道安全生产检查队队长。 在检
查中， 她发现安全隐患的存在
大多是因为企业负责人和劳动
者的安全意识薄弱导致， 尤其
是一些从事涉及职业危害工作
的劳动者， 根本不把个人防护
当回事。

“您这打磨怎么也不戴口
罩呀？”

“戴着捂得慌。”
“可您这长期不戴口罩，

容易得尘肺病， 您知道吗？”
“我这些年都是这么干

的， 也没见有啥事儿！”
张燕燕说， 这种对话在日

常检查中很常见。 每当这个时
候， 除了耐心做工作外， 她都
会暗自发誓， 一定要通过努力
让更多劳动者提升安全意识，
注重个人防护。

从2015年起， 她主动加入
延庆区安全监管局的宣讲团，
积极参加每次宣讲团活动， 并
代表区局参加区经信委、 区委
宣传部的各种宣讲比赛， 将安
全知识、 事故案例、 安监人先
进事迹宣传到全区。 2017年，
她又多了一重身份， 北京市职
业健康宣讲团优秀宣讲员， 在
全市范围内进行巡回宣讲， 致
力于职业病防治的宣传工作。

“希望通过声音让更多人
了解安全知识。” 张燕燕说。

“明朗妈妈， 明朗他头疼
不舒服， 您尽快来学校接他去
看病吧。” 接到儿子班主任的
电话， 通州区玉桥街道安全生
产检查队专职安全员宋媛媛十
分着急， 因为当天正是安全社
区评审验收的日子。

玉桥街道作为副中心首家
“北京市安全社区” 建设单位，
在2017年底进行了创建评审验
收。 这项工作对街道来说是一
项大工作， 对宋媛媛而言是一
项新挑战。 从筹备辖区相关企
业、 社区开会、 组织相关科室
分期培训到陪同专家老师下企
业、 入校园、 进社区。

2017年12月12日至13日 ，
玉桥街道迎来安全社区最终评
审验收。 当天， 宋媛媛担任现
场总调度， 协助评审专家设计
点位路线 、 组织召开评审会
议。 可就在这个时候， 她接到
了儿子班主任的电话。 丈夫外
出培训回不来， 她中午赶到学
校， 给孩子吃了药， 在家安顿
好， 又返回评审现场。

晚上回到家， 儿子问她：
“妈妈 ， 您是不是不想要我
了？” 说完孩子就哭了。 她无
言以对， 只能紧紧地将孩子搂
在怀里。 每每遇到专项检查行
动就会停休加班， 她也不知道
对儿子失约了多少次， 就连陪
孩子过一个除夕的愿望都不能
实现。 2018年除夕夜， 儿子陪
着她一起坚守在岗位上 。 她
说： “正是家人和孩子的支持
才给了她勇往直前的动力！”

“师傅， 您等等。 我们是
崔各庄乡安全生产检查队专职
安全员， 您这有限空间作业前
经过气体检测了吗？”

“领导 ， 没事 ， 不用检
测。 我们干十多分钟就上来。”

“不行， 您下井作业未通
风未检测是非常危险的， 再说
您这现场没有任何的防护设
施， 必须立即停止作业。”

“领导， 您行行好， 我们
挣点钱不容易， 我们把这排污
管清干净了马上走。”

“同志， 我们不是为难大
家。 您听我们讲讲有限空间作
业的危险性。 有限空间作业是
封闭或部分封闭， 进出口较为
狭窄有限， 在接触极高浓度的
硫化氢， 可发生电击式死亡，
几秒钟就倒下。 您这样做不仅
不符合作业程序， 还有可能酿
成事故。”

这时， 作业人员才明白他
们忽视了作业的危险性和隐患
排查的重要性。 “听得我汗都
下来了 ， 幸好安全员来得及
时！” 作业人员七嘴八舌地说。

“平安无事就是最大的奖
赏。” 在朝阳区崔各庄乡安全
生产检查队专职安全员孙明华
看来， 安全是一种责任， 抓安
全、 促安全、 忙安全， 体现在
每名安全员身上， 他们坚守岗
位， 肩负着安全监管的使命，
舍去与家人团聚的时间， 用忠
诚筑就坚定的信念。

“您好， 我来做职业危害
申报。”

“您的材料上显示有几个
危害项目， 虽然合格了， 但是
数值都很高， 这些岗位一定要
特别加强防护。 工人的防护都
按时发放了吗？”

“按时发了， 有签字。”
“作为负责人， 您知道您

单位有哪些危害吗？ 这些危害
对人体有什么影响， 需要怎么
防护， 防护用品怎么戴， 都跟
工人说了吗？”

“大致的都说了， 还给他
们看了宣传册。”

“这么多危害岗位， 就几
个人接触危害吗？”

前来办理手续的企业负责
人支支吾吾…… “都做了， 做
了。” 看到企业负责人的这种
反应， 大兴区安监局职卫综合
科的王静怡继续发问。 “法律
规定只要接触危害的劳动者都
需要做岗前体检， 如果检查中
发现没有做体检就上岗， 按照
法规要直接处罚！”

企业负责人开 始 抱 怨 ：
“员工流动性太大， 刚给他做
完检查， 没两天就不干了。”

“这些都不是理由， 抛开
对劳动者负责不讲， 你需要对
自己企业负责。 如果不做岗前
体检， 排除他的职业禁忌或是
否存在职业病， 一旦发病， 你
需要负担的费用比检查费多的
多。 除此之外， 单位还要接受
处罚， 所以千万别存在侥幸心
理……”

没过多久， 这位企业负责
人主动送上其余未体检人员的
检查报告， 并对体检异常人员
安排复查。 针对其中一名职业
禁忌人员， 进行了调岗处理。

在王静怡看来， 安全无小
事。 “我们既监督管理企业，
同时， 也是在帮助服务企业，
共建安全健康职业环境。”

“明天输煤栈桥37米处要
进行砌筑， 涉及到施工人员高
处作业， 一定要正确配备并使
用安全带……”

“现场责任工程师及专职
安全员， 需要在现场施工部位
进行旁站……”

“安全不只是一个人的
事 ， 更是我们大家每个人的
事， 安全生产是对自己负责，
也是对我们周围的人负责。”

王长驹是中建二局第一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部的一名安全工程师 。
2017年9月， 他所在的供热供
汽工程项目突然接到政府通
知， 必须确保冬季供暖。 结合
现场的施工进度， 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及项目部均认为这是
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作
为国有企业， 应勇于肩负起更
多的社会责任， 公司决定全力
确保冬季供暖。

作为项目的安全总监他倍
感压力 ，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
中， 每天现场巡查直至深夜11
点， 然后组织管理人员开会布
置第二天的安全管理重点， 通
常都要到深夜一两点才能休
息。 高处施工、 交叉作业等，
都是对他安全管理能力以及精
力的极大挑战。 最终， 长达百
天的攻坚战打完了， 他为工程
无一人伤亡而感到自豪。

“安全人需要的不是鲜花
与掌声， 需要的是被更多人所
理解。” 王长驹说， 安全人是
单纯的、 朴实的、 热情的， 任
何付出都是不求回报。

正值汛期， 首都机场街道
安全检查队副队长沙志鑫和同
事们到辖区内所有的建筑工地
进行检查。 他拿起相机， 记录
下同事们工作的场景。

“在基层工作中， 防止安
全事故就像是古人治理黄河，
不能光靠堵 ， 还要靠疏通 。”
沙志鑫主动肩负起了安监科和
安全生产检查队的宣传工作。

2016年， 不论天寒地冻还
是烈日炎炎， 他坚持记录同事
的工作瞬间， 收集素材自主制
作机场安监年度纪录片， 简短
6分多钟的视频定格了同事们
的工作时光。

除了线下宣传外， 沙志鑫
还敏锐地把宣传工作拓展到微
信公众号等互联网渠道。 一次
专职安全员的宣传工作交流会
后， 他主动请缨负责微信公众
号的运维工作， 决定利用新媒
体， 使微信平台成为安全生产
工作的舆论新阵地。

在推广公众号的过程中，
他自主设计的多套宣传海报，
主题鲜明、 设计巧妙， 起到宣
传作用的同时， 潜移默化提高
了群众的安全意识。

“孟师傅， 今天我又来向
您学习咱们线路的基本情况
来了！”

“掌握线路基本情况， 必
须勤学、 勤看、 勤观看， 这是
咱们线路的最新情况， 快来！”
孟大鹏一边为青年职工耿勇戴
上VR眼镜一边说。 这是公交
集团第二客运分公司41路车队
为了夯实安全教育， 与分公司
团委共同研发的安全体验课。

随着城市快速发展的步
伐， 路网结构也有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如何让驾驶员快速掌
握线路特点从而减少安全事
故， 是41路车队重点研究的内
容。 分公司团委联系工会、 安
全等部门， 打破传统思路， 利
用先进VR设备， 让安全管理、
教育培训变得更方便简单。

“在认线的基础上， 拍摄
标准规范的驾驶模板， 最终实
现360度观看路线走向、 站台
位置、 重点路口， 减少了管理
的 时 间 ， 提 升 了 工 作 的 效
率。” 客二分公司团委书记张
雪娇介绍 ， 项目以 41路为试
点 ， 真正让一线一图 “动起
来” 了。

通过拍摄360度视频的形
式， 告知驾驶员线路途经重点
区域、 客流集散地、 公交车专
用道、 接驳轨道等信息， 让驾
驶员感知线路情况， 身临其境
去体验 ， 让 “青年驾驶员 ”
“不熟知这条线路的驾驶员 ”
快速掌握线路情况， 实现驾驶
员在车队也可以 “复习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