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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协办 □本报记者 刘欣欣

□通讯员 吴然

用责任守护别样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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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战线“铁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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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交集团客八分公司880线路职工怀永强、李金兰：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
暖入屠苏 。” 对于中国人来讲 ，
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 。
除夕， 更是承载了太多人的祝福
与愿望 。 但每年合家欢聚的日
子 ， 北京公交集团客八分公司
880线路的一对夫妻却一直坚守
在岗位上， 一年又一年默默迎接
着属于他们的别样除夕。

880路是从朱辛庄公交场站
开往沙城客运站的一条公交线
路， 是连接京冀之间众多毛细血
管中的一条， 全程124公里。

46岁的李金兰是其中的一名
乘务员。 “阿姨， 您慢点。” 说
着 ， 李 金 兰 伸 手 搀 了 阿 姨一
把。 随着880路公交停靠在终点
站沙城客运站， 乘客们拎着大包

小包的行李和年货下了车。
随着黑暗中的一抹光亮进入

视野， 另一趟880路公交车平稳

驶入沙城公交场站， 49岁的怀永
强师傅又一次完成了末班车运营
任务， 将这天最后一批回家过年

的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
春节前 ８８０线路客流较大 ，

即使是末班车， 车上仍是坐满了
乘客， 对于这次驾驶任务， 怀永
强丝毫不敢懈怠。 三个小时的行
驶结束， 他才敢松口气。

收拾完车辆卫生， 怀永强接
到了妻子李金兰发来的视频通
话：“老怀，快点来食堂，领导同事
们都等着呢， 一桌子好菜都是你
爱吃的，还有饺子。 ”怀永强赶忙
应声：“这就来，这就来……”

2003年， 怀永强和妻子李金
兰同时进入公交这一行， 今年也
将是两人守护乘客的第16个春
节 。 同在一个场站吃饭 ， 一年
中， 怀永强和李金兰坐下来一起
吃饭的时候却屈指可数。 为了保

证两人能有时间轮流陪伴在孩子
身边， 夫妻二人经过商量并得到
领导的同意分在了８８０线路不同
的班组。

对女儿成长过程中陪伴的缺
失， 怀永强难掩愧疚。 “已经习
惯了。” 他说。 这个 “习惯” 中
包含了他的责任， 更有愧疚。 24
岁的女儿如今已参加工作， 在她
整个成长的记忆中， 一家三口聚
在一起的时候很少。 吃着热腾腾
的饺子， 怀永强说： “我从来都
不曾后悔。 能够陪伴那么多乘客
平安回家， 我们很幸福。”

怀永强和李金兰只是10万北
京公交人的缩影， 总有那么一群
人放弃与家人的团聚， 为广大乘
客平安回家默默守护着……

付艳是北京城市排水集团基
建分公司技术质量安全部部长，
是北京排水集团安全管理战线上
的一名 “女兵”。 说是女兵一点
也不虚， 在安全管理这样一个男
多女少的行业里， 同事们都说付
艳发挥着拼命三郎的劲头， 像个
战士一样在前行。

2008年毕业后， 付艳就来到
了北京排水集团工作， 在集团安
全部负责安全宣教工作。 入职伊
始， 正是集团安全部成立不久的
时候， 百废待兴， 一切都急需梳
理完善。 付艳在部门领导的带领
下， 先后建立了集团的安全生产
管理体系、 制定各项安全生产管
理制度、 建立集团安全培训体系
等基础性工作， 为北京排水集团
良好的安全管理水平奠定了坚实
基础。

发挥组织特长
完善培训管理

安全培训是安全管理中最重
要的一个部分， 作为安全培训工
作的主要负责人， 付艳一方面要
完善安全培训体系， 明确各级人
员职责， 另一方面要完善编写培
训教材。

付艳负责编写的集团新职工
安全手册， 作为集团新职工入职
教育的课本， 内容涵盖集团基本
情况、 安全基础知识、 基本安全
管理制度、 典型事故案例和应急
反应及处置几个方面。 同时， 她
组织各单位有针对性地编写了新
职工培训手册， 作为新职工入职
后的培训教材。 这些培训手册自
2008年开始使用 ， 一直沿用至
今， 每年还会适当进行修订， 保
证手册的实用性。

2014年起， 集团开始建立自
己的内训师队伍， 付艳作为安全
系列内训师的负责人， 从培训内
容、 内训师选拔、 安全课程的设
置、 课程内容的安排， 全部亲自
参与， 打造了一支 “能管安全 、
会讲安全、 能用安全” 的专业内
训师队伍。 付艳作为安全内训师
的组长， 开发了安全基础管理、
安全责任落实、 有限空间作业等

课程， 并且组织安全内训师队伍
到所有二级单位进行巡讲， 平均
每人次讲课10课时以上。

发挥学习特长
编制建设单位安全管理制度

2016年4月 ， 北排集团所属
北排建设公司一分为二， 成立了
基建工程管理分公司， 作为集团
建设项目的甲方代表管理建设工
程。 随着建设方的安全管理职责
逐渐增重， 基建分公司急需专业
的安全管理人员， 此时付艳被调
到集团所属的基建工程管理分公
司， 开始接触建筑行业的安全管
理工作。 初到建设施工行业， 两
眼一抹黑的付艳发挥学习特长，
在检查中学习， 在学习中发现安
全隐患。

为尽快熟悉建设施工行业的
安全管理工作， 付艳坚持每周必
到施工现场， 每次检查必学到一
个新知识。

有一次检查到一个施工现

场， 在一个深基坑旁边， 付艳请
教监理单位的人员深基坑管理应
该注意些什么， 监理单位的负责
人从基坑开挖、 基坑支护、 基坑
监测等内容讲解了很多专业知
识。 随后， 付艳又询问施工单位
负责人深基坑施工现场最应该注
意什么事项， 施工单位负责人从
工作审批 、 基坑开挖 、 基坑支
护、 洞口防护等方面进行解释。
对比两家单位负责人的解释， 付
艳发现了监理单位未对深基坑专
业分包单位进行审批， 施工单位
没有进行现场深基坑沉降、 位移
的监测， 同时学习到深基坑安全
管理的相关内容。

制度是执行路线的保证， 是
各项安全管理要求的体现。 在了
解施工现场工作状态的同时， 付
艳牵头修订基建分公司的安全管
理制度和应急预案， 梳理了所有
涉及到建设单位安全责任的法律
法规， 做到了明晰职责、 落实到
底。 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 基建
分公司编制完成了安全管理制度

17项， 应急预案9项； 安全管理
机构、 安全会议、 安全责任书、
安全检查、 事故风险管理、 安全
生产费用、 安全教育培训等基础
性管理内容均初见成效。

发挥协调特长
明确建设方安全管理职责

北京排水集团自2012年起承
接了政府 “老三年” “新三年”
“黑臭水体治理 ” “聚焦攻坚 ”
等工程项目， 集团建设单位基建
分公司每年的投资额由原来人均
5千万元上升到人均3亿元。 据不
完全统计， 基建分公司在手项目
大致470余项， 平均一个项目负
责人要有10到20项工程项目在手
管理。

面对如此之多的建设项目，
作为建设单位， 需要协调方方面
面的事项之多， 施工工地之多，
施工现场之复杂都是前所未有
的。 在时间紧、 任务重、 工程项
目多的背景下， 如何抓好安全管
理工作， 特别是在工程项目手续
滞后而先期开工的情况下， 如何
管好施工工地， 这是付艳面临的
一个难题。

在全面梳理工程情况， 了解
公司现状后， 付艳根据现状逐步
梳理了一套建设单位安全管理体
系。 首先， 是明确建设方的安全
管理职责， 并且与总包单位、 监
理单位签订安全管理协议书， 切
分清楚安全职责， 明确公司技术
质量安全部职能范围。 其次， 是
根据工程情况， 对基建项目部、
监理单位和总包单位进行安全管
理交底， 再次明晰安全职责。 再
次， 她要求项目部每周对施工工
地进行安全检查， 全面掌握施工
现场情况， 驻地监理每天必须进
行安全检查， 排查安全隐患。 公
司技术质量安全部坚持每周抽查
工程情况， 对各级人员履责情况
进行重点检查。 这样建立起的安
全管理职责体系， 明确了各级人
员的安全管理工作， 并有针对性
地进行抽查， 配上适当的管理方
法， 保证了建设单位安全管理体
系的正常运行。

如果说工作刚开始的8年，付
艳的工作是以“写、讲”为主，那么
从2016年开始， 她的主要工作就
是以“检查”为主，每周必到工地，
每次检查必须了解清楚工程状
况，遇到问题必须落实到责任人，
保证能够解决到位。

去年夏天的一天， 付艳安排
了一整天安全检查， 白天的时候
看内页资料， 转施工现场询问施
工情况， 中午吃饭时候还只是觉
得没有胃口， 不想吃东西， 下午
现场安全检查就把不舒服的事情
忘得一干二净。 可是， 当天检查
完现场回到家里 ， 她就浑身发
冷 ， 上吐下泻 ， 完全是中暑症
状。 一晚上折腾之后， 第二天一
早去上班， 她又是一副生龙活虎
的样子 。 她笑称 ， 一上班就兴
奋， 就感觉不到自己身体的异常
情况了。

同事们都说， 付艳就是这样
发挥着娘子军的作风， 在建筑行
业、 安全管理这两个男人为主的
队伍里杀出了一条血路。

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 付艳
经常一去工地就是一天， 文字性
的工作都需要晚上来写， 加班加
点是常事， 家里人都习以为常。
如果哪个周末她能够踏踏实实地
在家待着， 家里人反而会觉得奇
怪了。

去年3月， 付艳的女儿过生
日， 本来安排了和朋友两家人为
孩子庆祝生日， 可是临出门前 ，
突然接到东部地区某处管线施工
现场因为误操作致使中水管线漏
水 ， 严重影响了集团中水的供
应。 付艳二话没说， 直接奔赴现
场， 查看现场情况， 参与事故处
理， 并在领导的授意下， 第一时
间撰写事故处理报告， 上报集团
处理方案……付艳又一次没能陪
宝贝女儿过生日。

“安全管理工作是一个只有
起点没有终点的工作， 是一个需
要持之以恒并且需要勇往无前的
工作。 平平安安度过每一年， 工
人健康工作每一天， 企业更是蒸
蒸日上， 这便是我工作最大的慰
藉， 也是我不忘初心、 努力不懈
的动力。” 付艳说。

———记北京城市排水集团基建分公司技术质量安全部部长付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