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看来， 当代女性， 虽不如男性刚强， 却有着木槿花一样的柔
韧； 虽不能像木兰、 秋瑾一样轰轰烈烈， 却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建功立
业。 用勤与情推动安监事业的发展， 用忠诚和担当在副中心蓝图上绘
上自己的名字， 这是一份幸运、 一份荣耀。

美好愿景在前， 乘风破浪向前。 我将带领着一班年轻人， 继续谦
虚谨慎、 不骄不躁， 用实际行动勤勉履职， 在神圣的安全事业中书写
自己的锦绣华章。

□本报记者 刘欣欣

———记通州区安全监管局办公室副科长荆春花

□本报记者 赵思远

平凡岗位敬业人

安监战线的铿锵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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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协办

“回想这十年， 酸甜苦辣咸
五味俱全。 支撑我一路走来的，
是对安监事业的挚爱深情。” 说
这话的是通州区安全监管局办公
室副科长荆春花。 2008年， 荆春
花从工业园区系统被选调到通州
区安监局， 扎根在综合文字的岗
位上 ， 一干就是十几年 。 这期
间， 她在文字堆里打滚、 会场内
外穿梭、 督察迎检中奔波， 从一
个安监 “小白”， 慢慢磨成了市
政府表彰的北京市安全生产先进
个人。

几年来， 荆春花先后被评为
2010年通州区优秀督查员、 2011
年通州区调研干部先进个人 、
2014年通州区安全生产先进个
人、 2016年和2017年全市安全生
产 政 务 信 息 工 作 先 进 个 人 、
2016-2017年度北京市安全生产
工作先进个人以及通州区委直属
机关 “五星党员” 等荣誉称号。

做平凡岗位上的铿
锵玫瑰

2008年， 荆春花从工业园区
选调到通州区安监局。 这场缘分
始于她参加的北京市安全生产知
识竞赛， 从预赛、 决赛层层选拔
的过程， 让她深刻认识到安全生
产的重要性。

带着对这份事业的崇敬和
珍爱， 她走进了通州区安监局的
大家庭， 扎根在办公室这个中枢
岗位上， 一干就是10多年。 来通
州区安监局之前， 她负责文字工
作， 那时总是斟字酌句， 可以慢
工出细活。 可到了安监战线上，
一场突发事故安全部署刻不容
缓， 从接到写作任务到安全大会
召开相隔， 有时是一个周末， 有
时是一个晚上， 有时甚至仅有两
三个小时。

任务的紧迫容不得她有丝毫
的矫情和娇气， “女汉子” “假
小子 ” 是安监女干部的不二选
择 。 一 次 紧 急 会 后 ， 局 领 导
和同事都在深夜去事故现场了，
空荡荡的大楼里只有她一个女同

志在电脑前奋笔疾书。 此时， 老
公打来电话询问要不要陪她加
班， 可一想到第二天安全大会上
必须把事故情况通报出去， 把领
导的安排部署下去， 才能让更多
的企业举一反三， 防止悲剧再次
发生。 她顿时又找回了坚持的勇
气和力量， 咬紧牙关完成了这次
紧急任务。

2014年，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开始了， 作为机关党支
部组织委员， 她全程负责组织、
跟进和沟通工作。 面对繁重的写
作任务和督导组不分昼夜的反馈
意见， 她无暇照顾刚一岁多的儿
子， 狠着心把孩子扔给老公， 自
己带着行李住进了办公室， 顶着
黑眼圈熬过了几个日夜。

2017年， 国务院安委会先后
3次巡查北京工作均指定到通州
区视察督导。 荆春花放弃一切休
息时间， 时刻盯守在综合服务的

第一线， 最长的一次连续停休了
两个多月。 期间， 她的儿子经历
了一次严重的肺炎， 在输液室挂
着吊针要和妈妈通话。 可当时正
是档案核查的关键时刻， 没说两
句就被她硬生生挂断了。

“作为一个妈妈， 我有深深
的愧疚， 但作为一名安监干部、
一名共产党员， 我觉得自己受住
了考验， 是过硬的。” 荆春花说。

只有成熟的谷穗才
懂得低头

时光如梭 ， 转瞬十年过去
了。 荆春花始终谦虚谨慎、 终身
学习， 自我提升； 时刻打磨 “小
我”， 培育团队， 寻求共赢。

面对副中心建设如火如荼和
安全监管工作日新月异， 她感受
到即使是安监战线的 “老人” 也
不能停止 “成长” 的脚步。 她带

领办公室的写作团队， 刻苦学习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 业务知识，
每天第一时间浏览国家、 市、 区
各级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门户网
站信息， 掌握最新动态， 时刻关
注各行业监管部门和乡镇政府的
微信公众号， 努力掌握第一手的
安全生产工作资料。 通过深入基
层调研和反复总结提炼， 通州区
安全生产多项工作的典型做法多
次被刊登在北京市 《安全生产工
作参考》《通州调研》等刊物上，全
区安全生产领域改革的最新成果
以资料汇编的形式被各省市来京
学习的安监干部学习、参考。

她注重培养和带动身边的年
轻同志 。 他们大多都是科班出
身， 专业性强、 头脑敏锐、 工作
积极， 可她从未端过 “老人” 的
架子， 在一起研讨新理论、 新知
识时， 虚心地向年轻同志请教 。
遇到需要靠经验来实施的工作
时， 她把自己的 “压箱底” 分享
给大家， 处理安全生产方面的难
点和问题时， 积极地推荐有专长
的同志， 帮他们获得展示空间和
舞台。 入职不久的同事被组织部
门选拔抽调， 她衷心地为他们高
兴， 给他们鼓励。

“我一直认为， 只有心与心
的交流， 才能换来同事们的信任
和支持。 大家一起团结协作， 相
互搭台铺路， 才能完成繁重的日
常工作和多项紧急复杂的任务。”
荆春花说道。

据统计， 平均每年她所在的
部门要完成党建类、 政务类稿件
百余件 ， 向市局报送政务信息
200余条， 组织局党组会、 办公
会30余次。 同时， 她还积极参与

和组织重要安全生产文件编发工
作， 先后完成通州区安全生产十
二五规划、 十三五规划的编发以
及历年安全生产工作年鉴、 通州
区志书的撰写工作。

让“勤廉”安监精神
熠熠生辉

2017年， 随着纪检监察体制
的改革，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也转
入了办公室。 局党组指示， 安监
系统党风廉政建设绝不是一个部
门的事， 而是要对800余名安全
生产专职安全员实现全覆盖。

面对沉甸甸的任务， 荆春花
深刻认识到必须把堂堂正正做
人、 清清白白干事作为 “铁” 的
行事准则， 带头做到讲操守、 重
品行、 持公心、 树正气， 有了这
样的立身之本， 才有资格从事这
项神圣的工作。

为了尽快成为行家里手， 她
虚心向有纪检工作经验的同事求
教， 小到全年各月的工作计划、
大到重要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大
会， 她都要弄明白每个环节、 每
处细节的具体要求。

“了解安监系统的人都知道，
安监工作要下 ‘笨功夫’ 才能做
好，我把这种‘笨功夫’下在了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中。 ”每次全国、
全市、 全区与党风廉政相关的会
议精神，荆春花都认真收集，利用
休息时间仔细学习和思考。 经过
理论的学习和实践的磨练， 如今
由她具体牵头承担的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已走上正轨。 2017年， 安
监局党组在全区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检查中总分名列前茅。

“是 13592.8821吧 ？大彭 ，你
再看看，小数点后一位到底是8还
是3？”“是8，你从这个角度，仔细
看，是8！”在建设综合勘查研究设
计院锅炉房的燃气表前， 北京燃
气集团一分公司工程所调压一班
的彭晓东和励重铭两位师傅正在
仔细研究表上显示的数字。 不是
两位师傅眼神太差， 而是燃气表
外面有一个厚厚的不锈钢外壳，
只留出巴掌大的玻璃查看里面的
数字，再加上玻璃反光，才有了上
面那一幕。

自2018年11月上旬进入冬供
以 后 ，为 落 实 集 团 公 司 “降 低
购销差”的有关部署，一分公司工
程所作为负责户外燃气设施的管
理单位， 首次参与到户内的锅炉
巡查“攻坚行动”中来，安排职工

开展采暖季锅炉房巡查工作，定
期与户内所进行数据对接。 虽然
是帮助户内所完成三色预警锅炉
巡查工作， 但彭晓东和励重铭两
位师傅却丝毫没有怠慢， 而是从
“零”学起，从“零”干起。

“流量补偿控制器、气体涡轮
流量计， 这些专业设备我们之前
从来没接触过 ， 我俩都是门外
汉。”励重铭师傅一边说一边掏出
手机播放培训时的视频。 干了一
辈子户外燃气工作 ，57岁的彭师
傅和56岁的励师傅对户内工服部
分的参与几乎等于“零”。为了掌
握要领、加深记忆，励师傅特意把
第一次到锅炉房学习的过程录下
来， 回到班里和彭师傅一遍遍地
看。 他还和户内所对接的人员加
了微信，有问题随时找“老师”请

教，就这样，俩人用了一个星期学
习加实践，终于“上道”了。

在检查锅炉的过程中， 两位
老同志首先确认供热单位预警级
别，特别留意几个重点供热公司，
认真检查燃气表铅封， 核对燃气
表数值，做好检查记录，哪家供热
单位的燃气表是新加铅封的，哪
家的燃气表是重新更换的， 两个
人都做到心中有数、表中有记录。

2018年到2019年的冬季 ，冷
热频繁交替， 再加上流感病毒的
爆发，两位老同志感冒、发烧，却
一边吃药一边去锅炉房报到，生
怕耽误了工作。 自从锅炉巡检工
作开始以来的１００多天里，两位老
师傅从没有请过假， 也从没有耽
误过任何一次锅炉巡检。

作为户外燃气设施的资深运

行人员，励重铭、彭晓东不论是日
常运行、检修调压器，还是配合技
改，在工作中从来都是兢兢业业。
有的锅炉房位于地下室， 除了没
有照明设施以外，楼梯又高又陡，
两人一边用手电照亮， 一边扶着
墙慢慢往下探， 而想要从地下室
爬上来，几乎是要手脚并用；有的
燃气表安装在狭小的设备间，想
要看清表数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把
头伸过去， 还要避免磕碰到管道
和设备， 身材瘦小的励师傅经常
把身体扭成“S”型才能得到想要

的数据； 还有的锅炉房，6块燃气
表都有不锈钢罩子， 本来不宽裕
的地方就更加拥挤、狭小，查完表
人也成了土猴。

2018年12月起， 两人除了每
天要运行61个调压站、箱以外，还
承担着安检任务， 特别是对重要
地区的调压设备安检， 更是一轮
接着一轮， 除了确保压力合格以
外， 还要保证设备无漏气、 无隐
患，防爆风机、安全阀、远传监控
等等专业设备运转正常、有效，积
极协助户内所做好“攻坚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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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监巾帼感言：

———北京燃气集团两位锅炉巡查工小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