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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箭（左）在项目检查安全工作

———记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民警郑光达

———记北京建工六建集团城市副中心项目部安全总监孙箭

“只要对安全生产不利， 都
没得商量。” 平时笑嘻嘻的孙箭，
遇到和安全沾边儿的事， 一点不
留情面。

北京建工六建集团城市副中
心项目部安全总监孙箭二十出头
就在建筑工地当安全员， 这一干
就是11年， 对于他所从事的这项
工作， 既熟悉又充满挑战。 认识
他的人都知道， 他的眼里不揉沙
子， 他常说， 对安全隐患的放纵
就是对他人的不负责任。

日常巡查找潜在隐患

“小胡，动火证要及时上报。 ”
“薄工， 生活区的消防器材

再查一下。”
“路工， 电焊工培训工作得

落实到人。”
每天早上8点前， 孙箭和6名

安全员都会在一起开个碰头会。
会后 ， 他们戴上安全帽分成三
组， 就奔向施工现场。

日常安全巡查是每天必须的
工作项目， 也是发现安全隐患的
重要环节 ， 孙箭不敢有丝毫怠
慢。 他所在的项目包括24栋楼，
总面积达24万平方米。 “我们每
天都会到项目中去转， 每个小组
至少要检查两三栋楼。” 孙箭说。
项目已经基本完成， 但电梯还没
装好， 为了不留安全死角， 他和
安全员坚持一层一层地爬， 一点
一点地看。

“这个项目是装配式建筑，
牢固和防护就尤为重要。” 孙箭
边走边给记者介绍道， 在施工现
场中 ， 往往都会有一些预留孔
洞， 方便后续工程施工。 对此，
孙箭格外注意。

“这些孔洞如果不及时防
护， 就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刚上到四楼， 他便发现一个靠边
的不是很大的孔洞， 脸一下子就
沉下来。 “像这样的孔洞会让人
忽视， 施工现场工具多， 如果从
这里掉下去 ， 也会造成安全事

故。” 孙箭正要找负责人时， 就
见一个工人拿着设施走了过来。
孙箭还是叮嘱道： “千万别忽视
这样的小孔洞， 你把它封好， 大
家就安全了。” “你讲的安全知
识， 我们都记着呢， 这也是为我
们好。” 工人说道。 孙箭脸上露
出一丝微笑 ， 拍了拍工人的肩
膀， 然后继续巡查。

化整为零提升工作效率

新人培训是孙箭所在部门的
另一项重要工作。 “新工人来到
项目上， 必须要经过7天的安全
培训 ， 考试合格后才能入场作
业。” 孙箭说， 即便如此， 仍会
有小部分工人在实际作业时违
规， 他们的理由很简单， 身上有

安全带， 工作起来不方便。 工人
的回答让孙箭又急又气， 之前反
复强调的安全纪律， 工人们嘴上
答应了， 可一干起活儿来就抛到
脑后。 怎么办？ 单靠他和6名安
全员， 根本管不过来。

一次， 有两支来自四川泸州
的施工队， 工人们只会说当地方
言， 只有施工队队长可以用普通
话与管理人员进行交流。 孙箭只
好把所有事情都交代给这两位队
长， 再由队长传达并管理工人。
一个施工队七八个人， 这样管理
起来更直接更方便。 “经过一段
时间 ， 我们发现这种方式很有
效。” 于是， 孙箭就把这一方法
进行了推广， 工地上所有施工队
队长都成为了兼职安全员。

“他们都是老乡， 天天工作

生活在一起， 有时候他们一句话
比我们说十句都好使。” 孙箭说，
目前来看， 这支兼职安全员队伍
还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把整个
工地划分成了一个个小班组， 这
大大提升了项目安全管理工作的
效率。

消除侥幸让工地更安全

“安全无小事这个道理， 大
家都知道， 就是有些人存在侥幸
心理。” 孙箭说。

这个工地生活区在施工现场
内， 工人下班后外出购物时要经
过施工现场， 有些人嫌麻烦， 就
不戴安全帽 。 孙箭遇到过好几
次， 工人还理直气壮地说： “出
去买东西 ， 你还让我戴着安全

帽。 ”“经过施工现场就必须戴上
安全帽，这是规定，也是为你的安
全着想。 ”孙箭说，可即便是说了
好几次效果还是不好， 个别工人
还是我行我素。怎么解决呢？他和
几个安全员开会商量此事， 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寻找解决办法。

最终， 孙箭提出在门口设立
安全帽存放点， 工人从生活区出
来戴上安全帽经过施工现场， 等
出工地大门时就可以把安全帽放
在存放点 ， 回来时还能及时戴
上， 保障大家的安全。 这个提议
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第二天
前后两个大门口都设立了安全帽
存放点， 解决了工人安全帽无处
存放的难题。 那些心存侥幸心理
的职工， 再也没有理由不戴安全
帽了。

在孙箭眼中 ， 做好安全工
作， 不仅仅是安全员的事， 还得
发动大家。 “零距离安全隐患检
查 ‘挑刺’” 活动在整个施工现
场开展， 孙箭和安全员在现场检
查中随时对工人进行安全知识提
问， 对安全生产工作中的每一个
细节进行逐点 、 逐物 、 逐项检
查。 一时间， 整个工地安全氛围
浓厚， 各种习惯性违章行为也得
到有效遏制。 在施工现场的工人
们表示： “孙箭对于安全的认真
与细致最让大家敬佩， 六建的施
工工地也是我们遇到的最规范的
工地。”

“侥幸心理害死人。” 孙箭
感慨道， “发动大家互相挑刺，
互相监督， 杜绝了侥幸心理的产
生， 施工环境才能更安全了。”

2014年， 孙箭成为一名全国
注册安全工程师。 对于安全他也
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个细微的问
题就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安全事
故 。 采访中 ， 孙箭一再强调 ：
“我干的都是琐碎小事。” 正是他
的这种从小事入手， 坚持不懈、
一丝不苟的精神， 使得在过去的
11年间， 凡是他参与过的工程，
未发生过一起生产安全事故。

□本报记者 曹海英

琐碎小事中抓出大安全

既是“破案尖兵”又是“雷锋叔叔”
□本报记者 闫长禄

身为一名食药警察， 他的职
责就是要让老百姓吃得放心、 用
药安全。 同时， 业余生活中他还
是一名热心公益、 爱做好事儿的
人。 他就是北京市公安局环境食
品药品和旅游安全保卫总队食药
支队民警郑光达。

2006年， 郑光达从首都体育
学院毕业后成为了一名特警。 他
说， 这是他向往的职业。 在做特
警的日子里， 不怕吃苦的郑光达
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 也为他日
后角色的完美转变奠定了基础。

2017年， 北京市公安局环境
食品药品和旅游安全保卫总队成
立， 专门负责打击环境、 食品药
品和旅游领域的违法犯罪。 郑光
达在新组建的总队中担任环食药
旅总队青年突击队队长。

抓捕过用面粉加维生素做成
“速效救心丸 ” 的犯罪嫌疑人 ；
和团队曾成功打掉多个假冒 “印
度仿制药” 的黑窝点； 不仅抓获
制假 “茅台”、 假 “五粮液” 等
名酒的犯罪嫌疑人， 还捣毁过用
整条自动化流水线生产销售十几
元钱一瓶的假牛栏山二锅头的工
厂。 自总队成立以来， 郑光达参
与破案180余起， 刑事拘留260余
人， 查处各类假药案件的药品种
类130余种 ， 涉案金额达到4000
余万元人民币， 成为总队公认的
“破案尖兵”。

除此之外 ， 身为 “破案尖
兵” 的郑光达还是一个热心公益
的 “雷锋叔叔”。 2008年汶川地
震后， 郑光达从朋友口中得知有
100多名来自震区的孩子正在北
京借读 。 于是 ， 他跟单位汇报
后， 邀请这些孩子来到反恐怖和

特警总队 ， 组织了一场特殊的
“警营开放日”。

开放日当天， 他了解到有四
个孩子家庭特别困难 ， 从那时
起， 他就和这四个孩子结了缘 ，
一直资助他们直到高中毕业。 这
件事儿， 郑光达没有和任何人提
起。 2018年， 令郑光达没有想到
的是， 曾经来京借读的孩子们在
北京重聚， 并邀请郑光达出席活
动。 为了请假， 郑光达才把资助
孩子们的事儿告诉了单位。 “当
我看到自己十年前曾经资助过的
孩子们有的继续学业， 有的参军
入伍， 有的成家立业， 我觉得自
己特别幸福。” 郑光达说。

而郑光达做过的好事不止这
一件。

一次， 正在休假中的郑光达
独自驾车行驶在路上， 突然看到
大街对面一对男女正在相互撕

扯。 职业的敏感性告诉他这不是
一起简单的纠纷， 身着便装的郑
光达丝毫没有犹豫， 冲下车奔了
过去。

“其实我冲过去的时候并不
确定发生了什么， 但是当那名男
子发现我之后转身就跑， 并作出
向四周扔钱的动作时， 我一下明
白了， 他在 ‘甩赃’。” 在初步确
认该男子为抢劫嫌疑人之后， 此
时的郑光达全然不顾自己右腿上
还有两根钢钉的腿疾， 猛跑上前
追上男子， 单手抓住对方手腕将
其放倒控制住。 后经调查， 被郑
光达降伏的歹徒除了涉嫌抢劫以
外， 身上还背着两件命案。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群众
遇到危险、 困难我都会义无反顾
扑上去， 这是我的天职。” 郑光
达说， 同时， 他也会做好本职工
作， 让老百姓吃得放心。

最 劳动者
寻找

美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