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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职工
崔萍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走基层与职工同行

也许他们的歌声还不是专业级的；
也许他们的舞姿不如杨丽萍那样

的曼妙；
也许他们没有成套的电声音响；
也许他们没有接受过科班的专业

艺术训练……
但他们却始终是基层职工最喜欢

的“明星”。
他们每天活跃在一线职工的身边，

为同事们带来欢乐，驱赶忧郁，
他们还别出心裁，将文艺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
奇迹般地提升了企业的效能———
他们是职工身边的文艺尖兵，
是活跃在企业里的文艺轻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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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京港地铁运营部
乘务员工训练小组乘务督导员

李涵

将唱歌特长
和安全培训相结合

北京姑娘
用歌声温暖他人

崔萍萍， 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北京姑娘， 她从
小在胡同里长大， 如今在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
店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说起我对艺术表演的喜爱， 可离不开我的
艺术家庭的熏陶和影响。” 崔萍萍告诉记者， 自己
的父母是普通工人， 父亲在国家文物局工作， 母
亲是名人民教师。 看似她家和艺术并不沾边， 但
恰恰这样的家庭却在每个角落都充满了艺术气息。

“儿时， 父母时常在我耳畔哼唱小曲， 也许
这正是我的艺术启蒙教育。” 她回忆着， 父亲从小
练过快板， 还登台表演过， 她的身上自然遗传了
父亲的艺术基因。 “过节时， 全家一起观看晚会
节目， 兴致来了父亲就会拿出他的宝贝———快板，
给我们现场表演。” 母亲喜欢唱歌。 母亲常常骑车
带着崔萍萍， 母亲在前头一句一句地唱， 她在后
头一句一句地学。 “小时候记性好， 学东西也快，
一首歌在路上就学会了， 我会唱的很多歌曲都是
和母亲学的。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 ‘艺术之家’ 长
大的姑娘。”

崔萍萍的另一个爱好就是弹扬琴。 母亲看她
乐感还不错， 上小学后给她报了扬琴班。 “我前
后学习了三年多， 最后一年多是跟着钱方平老师
学习的。 钱老师不仅帮助我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也让我更加热爱音乐。 在大学期间，我参加了学校
民乐团，常常参加演出，博得了很多掌声。 ”她说。

在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她接触各种文
艺活动的机会更多了。 “我和同事们在各类工会
组织的文艺活动中尽情的展示自己， 这也让自己
得到了更好的锻炼。 员工春晚、 歌曲大赛、 文艺

慰问、 社区关爱、 重阳歌友会等等单位举办的文
艺活动中都有我的身影， 大家喜欢叫我 ‘职工艺
术家’。”

有一次， 崔萍萍带领另外两位同事参加了由
西城区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主办的金融街英
语风采汇演活动。 “上台前， 我们相互鼓励打气；
舞台上， 我们信心满满绽放自我。 经过共同的努
力获得了荣誉奖杯。” 她说。

还有一个难忘的瞬间。 她和同事们用歌声参
与到酒店工会组织的公益活动中。 “我们定期到
养老院慰问老人， 我们几个爱唱歌的同事以文艺
团身份参加慰问活动。 在中秋节之际， 为老人们
送去节日的祝福， 用我们的歌声给他们送去快乐。
看着老人们和我们一起唱歌、 为我们打拍子、 为
我们鼓掌， 大家心里都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动和
温暖。 我们很高兴能够为这些高龄老人们带去笑
声， 我们很开心和他们共度节日。 在活动中， 我
客串了主持， 也邀请老人们高歌了几曲， 整个活
动现场洋溢着欢歌笑语。 这一刻定格的画面使我
终生难忘。” 崔萍萍告诉记者。

崔萍萍常说， 一个人唱歌是消遣， 能够影响
周围的人一起用歌声去感染人、 影响人， 给大家
带来欢乐这才是文艺的力量所在！ “今后， 我仍
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去带动和影响周围的同
事一起投身各种公益活动， 为需要帮助的人送去
温暖和爱心！” 崔萍萍说。

关门要按三秒， 千万别忘记……在京港地铁
14号线流传着这么一首安全宣传歌曲， 简单易记
的歌词配上耳熟能详的 《青花瓷》 的曲谱， 用的
人都不禁为这首歌点赞。 这首歌曲的创作者就是
李涵， 今年26岁的他是京港地铁运营部乘务员工
训练小组的一名乘务督导员。

唱歌， 弹琴， 篮球……在同事们的眼中， 他
不仅在工作中认真负责， 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帅
气小伙儿。 而在众多的才艺中， 唱歌是他的最爱。

“小时候， 很偶然的机会爸爸妈妈发现我有
这方面天赋， 然后就去报了班学习。 小时候参加
了一些比赛， 老师也很喜欢。 之后有机会随比较
出名的声乐老师进行专业训练。” 李涵回忆， “在
声乐学习的过程中， 接触到的乐理和视唱方面的
训练， 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

2016年， 李涵来到京港地铁工作。 很快， 他
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歌唱舞台。 2017年公司举办
职工歌手大赛， 热爱唱歌的他也报名参赛。 经过
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他捧得桂冠。 这次参赛， 不
仅让李涵继续歌唱梦， 也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
“没想到这次比赛过后， 公司发现了我的文艺特
长， 邀请我参加京港地铁安全训练营， 希望我的
特长能够在工作中发挥更多作用。” 接到邀请后的
李涵， 立刻就答应了。

在安全训练营开展志愿服务的过程中， 李涵
有了更多将歌唱和工作结合在一起的机会。 作为

一名京港地铁安全训练营的讲师， 李涵服务的对
象既包括低年级的学生， 也有社区中的居民。 为
让大家更容易接受、 而且更有兴趣吸纳安全知识，
京港地铁策划制作了安全歌曲 《菜鸟铁事》， 把安
全知识唱出来。 这样就可以让大家更轻松学习安
全知识、 了解轨道交通行业。 李涵积极参与了安
全歌曲的录制， 而在安全训练营的活动中， 人们
总能伴着他动听的歌声， 来了解地铁安全知识。

平时， 李涵的工作任务是培训客车司机的专
业技术和驾驶能力。 在日常培训司机的过程中，
爱动脑筋的他也融入了自己的歌唱特长开展培训。
“我会用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 填一些关于我
们专业知识方面的词汇和句子。 这样大家能朗朗
上口唱出来的时候， 也就说明把知识记下来了，
这是个事半功倍的方法。” 李涵说。

今年夏天， 响应公司开展的安全宣传， 李涵
开始尝试创作安全宣传歌曲。 经过反复斟酌， 他
决定将周杰伦的 《青花瓷》 和安全知识做个混搭。
一个周末的下午， 他窝在家中开始填词。 “创作
的过程比较快。” 李涵说， “之后我找来同事帮着
把把关， 提提意见。” 又经过一天的讨论， 最终完
成。 细心的他还用手机软件将作品试唱了一遍。确
定可以后，才拿到单位开始宣传。“培训的司机们都
说这个方法很新颖，边唱边记了安全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