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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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植物为伴 让首都更宜人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蒲建军
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部副经理

“如果从1993年， 我在北京市园
林学校学习时间算起的话， 我已经在
园林事业上干了25年 。” 蒲建军笑着
说。 如今的蒲建军是北京市花木有限
公司工程总承包部副经理， 从一名学
习园林专业的学生， 到现在， 25年的
奋斗光阴， 给蒲建军带来了很多收获。

就拿刚刚过完的2018年来说吧，对
蒲建军来说是忙碌的一年。 “我所在的
团队负责了两个城市副中心的环境绿
化建设项目， 常年在施工现场来回奔
波。”蒲建军说。从最开始的研究设计图
纸，到一棵一棵的选择绿化苗木，最终
到栽到地面上成活……每一个环节都
离不开园林职工的细心呵护。

俗话说， 春季是万物生长的季节，
然而对蒲建军这些园林施工者来说 ，
紧张的工期， 不允许他们等到春天来
临的时候， 另一方面春季的时间很短
暂， 能够及时栽种的树木有限， 所以
在夏季、 秋季等季节进行绿化施工面
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为了让更多
的苗木成活下来， 同样的树苗我们会
选择北京本地的或者离北京最近的 ，
这样保证生长环境更为接近， 提高成
活率； 另外夏季采取遮阴等措施， 有
时还会给他们涂上一层 ‘防晒霜 ’。”
记者听到这里便不由地笑了， 疑惑地
问道： “植物不是需要阳光才能生长
吗？ 为什么需要防晒霜呢？” 蒲建军解

释说 ， 因为刚栽下的苗木都比较弱 ，
这层防晒霜能减少蒸腾作用， 让植物
尽可能多地保存营养和水分， 从而安
全度过恢复期……

多年与植物打交道， 让蒲建军练
就了一双 “火眼金睛”， 植物的叶子蔫
了、 黄了， 开花少了……他总能找出
植物最需要的办法， 帮助它们。 付出
就会有收获。 蒲建军的团队负责的这
两个项目植物成活率在96%以上 ， 或
许这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如今 ， 城市副中心的两个项目都
已经进入了后期保养阶段， 跟蒲建军
一起奋斗在施工一线的园林职工们依
然在紧张的忙碌中———让植物过个
“暖冬”。 在蒲建军眼里， 他已经看到
了明年春天这里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了。 在自己的汗水下， 首都变得越来
越宜人， 让蒲建军感到很欣慰。

2018年结案千起 刷新记录成关键词
□本报记者 李婧

吴薇
北京朝阳法院亚运村法庭副庭长

作为从业十年的一线审判人员，北
京朝阳法院亚运村法庭的副庭长吴薇
对2018年的总结就是“刷新记录”。 ２０１８
年吴薇的团队一年结案的数量预计将
达到1000起。 “2018年是我成为法官
的第十年， 十年的审判生涯， 虽然年
年岁岁案相似， 但每年都有不同的感
受。 今年的感受尤其不同， 因为今年
是改革开放40周年， 也是司法改革攻
坚之年。 记得2005年我刚来法院的时
候， 人均结案在每年300件左右。 2008
年我成为助理审判员时， 年结案400件
已是民口 （民事审判 ） 的结案状元 ，
现在这个数字翻了几番。” 吴薇介绍。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 诉调对接模式运
行的更为顺畅， 2018年前三季度， 她
的团队已经达到了2017年全年的结案
数量。 预计2018年全年审结交通事故
案件将达到1000件， 记录不断被刷新。

她只是朝阳法院200多名员额法官
中的一员。 吴薇认为， 改革激发了审
判队伍的活力， 释放了办案潜力， 促
进了司法效益提升。

结案记录不断刷新的原因是什么
呢？ 吴薇认为， 首先审判运行方式发
生了变化， 法官由之前的单兵作战转
变为协同作战， 同时社会力量的加入
进一步促进了结案效率的提升。 法官
的责任和压力虽然不断增大， 但个人

的工作量并没有显著增加。 另外， 吴
薇介绍， 通过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更
多的案件通过调解方式解决， 交通事
故案件尤为明显， 调解率较之前提高
了十几个百分点。

除了以上两个因素， 吴薇法官还
提到了信息化辅助审判。 “智能办案平
台能为法官提供法条、案例、裁判尺度
的参考，并进行智能校核，大大减轻了
法官的工作量。以前写判决是敲键盘码
字，现在是带上耳机说话，语音转写系
统将判决和庭审笔录实现了从 ‘动手’
到‘动口’的转变。” 吴薇介绍。

谈到对新一年的寄望时，吴薇说：
“新的一年即将来临， 我希望审判团队
能运行得更为顺畅， 多出一些调研成
果，调解率能有进一步提升。 最希望的
还是当事人对法院工作多一点儿理解，
案件数能少一点儿，加班少一点儿。”

光明的前景在我们坚定的脚步中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曹力
中铁电气化局物贸公司党委书记

回首2018年， 中铁电气化局物贸
公司党委书记曹力说， 他们中铁电气
化局物贸公司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以 “我学我
讲十九大” 为活动主题， 开办 “党员
论坛”， 要求全体党员从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选取一个角度， 针对一个主题
或一个观点， 轮流登台， 结合本职工
作讲心得， 讲落实， 讲建议。 综合运
用文字、 图片、 音乐、 视频等多种元
素， 在党支部、 党总支、 公司党委三
个层面推进 ， 线上线下双平台运行 ，
解决了理论学习 “流于形式、 浮于纸
面、 学完就忘 、 不见成效 ” 的问题 ，
使十九大精神 “入脑” 更 “走心”。

据记者了解， 物贸公司2018年以
“提升服务质量 ， 奉献智能京张 ” 和
“传承工匠精神 ， 不忘初心使命 ” 为
主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党日活动， 比
如参观詹天佑纪念馆、 京张铁路青龙
桥火车站等， 使广大党员和积极分子
在追寻詹天佑足迹、 感受工匠精神中
接受党性教育、 增强党性修养。

2019年即将来临，对此曹力深情地
说， 他们物贸公司将支持工会深入宣
传贯彻落实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 ，做
好职工形势宣传教育、思想政治工作，
提高职工队伍的业务素质、管理能力、
服务意识， 解决职工生活和工作中的
实际困难， 推动企业和谐发展。

为充分激发和调动广大干部职工
的积极性、 主动性， 物贸公司将大力
支持工会在全公司广泛开展 “发现优
点 、 寻找亮点 、 感受暖点 、 消除缺
点” 活动， 深化职工队伍建设， 发挥
先进典型引领示范作用， 推动企业在
新的起点上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曹力告诉记者， 物贸公司还将响
应国家 “一带一路” 倡议和 “高铁走
出去 ” 发展战略 ， 充分 发 挥 集 中 采
购 、 供应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优势 ，
在以色列城市轨道交通 、 雅 （加达 ）
万 （隆） 高铁、 德 （黑兰） 伊 （斯法
罕） 高铁等一批国际铁路建设项目中
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吹响进军海外市
场集结号。

光明的前景就在我们坚定的步履
中。 让我们拥抱2019年， 拥抱奋斗！”
曹力充满激情地说。

丰台区花乡地区总工会主席

张春生

强基固本，当好职工“娘家人”
“时常听到职工群众把我们工会

干部称为 ‘娘家人’， 这是大家对工会
工作最中肯的评价。 贯彻落实中国工
会十七大会议精神， 在丰台区总工会
和花乡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好全乡工会
工作， 我感觉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要多
‘接地气儿’！” 近日， 丰台区花乡地区
总工会主席张春生深有感触地说。

谈起即将过去的这一年， 张春生
说， 花乡地区工会工作最大的亮点是，
从3月份起， 他们通过在新发地、 草桥
村、黄土岗等地先后举办的12场“职工
沟通会”有效地扩大了全乡工会组织的
覆盖面。２０１８年全乡已发展新会员1479
人，工会及时为职工办理工会会员互助
服务卡1479张。 截至目前，全乡共有工
会组织592家，会员18327人。

此外， 开展和组织好职工群众喜
闻乐见的特色文体活动，是花乡地区总
工会增强工会组织凝聚力的又一个重
要方面。 “七一”前夕，花乡工会与花乡
党建办共同举办了“花乡庆祝建党97周
年暨‘五月的鲜花’文艺汇演”。 16个村
级单位报名参加， 演员达350人。 汇集
合唱、 舞蹈、 小品、 器乐等， 通过文
艺汇演抒发了全乡广大干部职工 “凝
心跟党走， 建设新花乡” 的情怀。

张春生告诉记者， 他们花乡工会
还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发挥引领示范
作用。 经花乡地区总工会推荐、 报上

级工会审批， 2018年， 花乡总公司党
委书记于连永同志被评为首都劳动奖
章。 “我们保持与全乡25位劳模的密
切联系， 配合丰台区总工会组织好劳
模外出参观休养、 劳模健康体检等活
动 。 在今年春节 、 五一 、 国庆前夕 ，
花乡工会拨出专款为全乡25位劳模购
买了食用油、 水果、 蔬菜等， 对劳动
模范进行了专项慰问。”

展望新一年的花乡工会工作，张春
生说， 要结合中国工会十七大会议精
神， 找准新时期花乡工会工作的切入
点、结合点和着力点，切实发挥好花乡
各级工会组织的职能和作用；要切实发
挥好各基层工会 “职工之家”“暖心驿
站”作用 ，打造特色亮点 ，培树先进典
型，引导广大职工群众勤勉敬业、勇于
担当、主动作为，进一步增强职工群众
对工会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