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毕业就进入京港地
铁， 这里是我从一个学生步入社
会的开端， 这里教会了很多， 让
我不断成长。” 郝帅是京港地铁
有限公司运营部16号线站务室西
苑站的值班站长， 2010年从学校
毕业后就投身到北京轨道交通这
个大家庭中。

在他看来， 能够从事这份工
作， 是一份荣幸， 自我价值得到
充分体现。 “每天能够服务10万乘
客的出行，保障他们的安全，真心
地认为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 未
来，我会继续守护地铁站台安全，
把更多的正能量传递出去。”

急人所急
热心帮助乘客

2017年5月 ， 郝帅正在屯佃
站担任值班站长。 这天， 他像往
日一样在车站里巡视， 检查车站
的设备设施运行情况。 “主要是
看全站的照明设置、 消火栓等，
有没有什么故障 ， 如果发现问
题， 及时处理。”

这时， 他注意到在屯佃站的
西厅， 有两名60多岁、 头发花白
的老人， 神情焦虑地在站台上走
来走去。 他立即上前询问： “大
爷大妈， 我是地铁的工作人员，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太好了， 快帮帮我们！ 我
们跟家里人走散了 ， 电话也没
带， 也说不清楚位置……” 一番
沟通后， 郝帅听明白了。 原来，
两位老人和儿子约好了在这里碰
面， 可是到了站才发现， 手机没
有带出门， 也没有事前约定好具
体的等待位置， 两位老人越等越
着急。

郝帅通过车站电话给老人的
儿子打了过去， 说清楚了两位老
人所在的位置， 一再嘱咐对方不
用着急，他会一直陪着老人等待。

“我们遇到的这种情况很
多， 首先要做的就是稳定住老人
的情绪， 不让他们着急， 不要再
引起老人的身体健康问题， 然后

再帮他想办法。” 那天， 郝帅一
直陪着两位老人， 直到他们和亲
人团聚。

三天之后， 两位老人带着家
人再次来到站台， 送来了一面锦
旗， 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类似的故事， 在地铁站里几
乎每天都会上演。 “早高峰人流
量大， 气氛紧张， 孕妇特别容易
感到身体不适、 低血糖， 我们都
会主动送糖、 帮着打热水， 给她
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在郝帅
看来 ， 能够帮助遇到困难的乘
客， 是平常的事情， 也是必须去
做的事情。

“最感动的就是我在提供帮
助后， 对方攥着我的手攥得特别
紧， 对我说 ‘谢谢’。 虽然这两
个字很简单， 但对我来说， 是一
种鼓励， 是一种使命， 能够帮助
到别人， 我就觉得很快乐。” 郝
帅享受着这种予人玫瑰， 手有余
香的感觉。

应急处置
险情面前临危不惧

2017年11月20日， 值班站长

郝帅获颁公司总经理邵信明、 副
总经理周新亲笔签发的 “公司勉
励奖证书”，以表彰他遇突发事件
临危不惧，和同事们团队协作，及
时有效处置险情，用实际行动践
行公司 “Can Do·有我” 精神。

时间倒退回11月19日5点59
分， 屯佃综控室的西端变电所控
制室烟感报警。 此时， 身为值班
站长的郝帅正在综控室中， 他确
认报警信息后， 立即安排站台岗
站务员进行现场排查， 同时从主
机确认报警位置。 很快， 站台岗
的同事反馈说上行头端门内有烟
冒出， 而且有焦糊味。

郝帅立即赶往现场进行处
置。 进入变电所控制室后， 经查
找， 他发现变配电室内一个设备
机柜冒烟并有明火。 他立即使用
灭火器扑灭明火， 并通知车站督
导员开启车站通风将烟排出。

“最初心里确实是有点着急
的 ， 虽然在地铁工作了这么多
年 ， 这种真实险情还没有遇到
过。 但是， 我们平时的演练、 培
训非常多， 我按照步骤操作， 很
快心里也就踏实了。” 郝帅回忆
着告诉记者。

心里不慌张了， 并不代表可
以松一口气。 虽然明火扑灭了，
但是当时正在地铁运营期间， 残
存的烟气会蔓延到站台。 他担心
乘客闻到烧糊的味道而恐慌， 造
成其他不必要的危险。 因此， 他
一方面安排工作人员抓紧通风，
一方面要求站台岗的工作人员持
续将乘客引导到未受影响的区域
等候列车， 并耐心地做好乘客解
释工作。

后来 ， 经供电专业人员确
认， 起火原因是设备内部短路起
火。 郝帅发现此事及时处理， 有
效地减小运营事件的影响， 未造
成人员受伤， 没有对列车造成影
响 ， 也没有对车站运营造成影
响。 郝帅当日临危不惧， 带领班
组成员在正确的处置流程下果
断、 迅速地扑灭了火情， 最大程
度上减少了公司财产的损失， 因
此 ， 第二天公司就为他签发了
“勉励奖证书”。

“从一开始的着急， 到随后
能够有序推进， 当各个步骤都有
条不紊地进行的时候， 我心里就
踏实了。” 郝帅笑着说， 这一切
都要归功于平日的演练， 以及同
事们的通力配合。

激励有方
建设团结向上的集体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要让这么多个体成为一个团结的
队伍， 一定是需要用心建设的。”
作为值班站长， 郝帅还有一项重
要工作， 就是运用各种管理方法
激励班组成员， 增加班组执行力
和凝聚力。

在他看来， 第一步就是要让
每一名同事都融入到团队中， 保
持融洽的同事关系， 再把这种关
系运用到工作中。 此外， 他还会
经常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和学习
心得， 带动其他同事更好地为车
站工作贡献力量。

“每名员工的性格不同、经历
不同， 就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激

励，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
郝帅经常找比他年轻的同事聊
天，鼓励他们做好自己的人生、事
业规划。 “只有他们认同了，对自
己的人生有了规划， 随后再谈提
高业务水平，才能谈得顺畅。 ”

如今， 班组里大多是90后的
新职工， 郝帅希望激发他们对于
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 有这样一
位职工， 绩效评分近几年都是车
站里最低的， 郝帅一直希望能够
帮助他找到向上的力量。 眼看着
他马上就要升级当爸爸了， 郝帅
像朋友式的跟他聊天， “等你孩
子长大了， 你不希望他写作文，
写我的爸爸的时候， 你还是做站
台工作呢吧？ 还是得往上努力！”

这样的激励方式， 对这位新
手爸爸很有效， 他参加了前不久
的京港地铁内部升职考试。 经过
此前一段时间的准备， 取得了很
不错的成绩。

在员工有了向上的动力后，
郝帅开始从业务上给大家具体的
指导。 他会定期对车站的运营情
况进行总结， 结合自己8年的工
作经验， 告诉大家遇到各种情况
应该如何处理。

不仅如此， 在班组工作中，
郝帅能够倾听各方意见， 从班组
的角度考虑问题， 提出合理化建
议， 使内部统一思路。 郝帅还主
动承担了大量的车站行政类工
作， 如参加部室的臻善圈活动、
票务比赛、 工匠精神视频比赛，
演讲比赛等以及各类培训会议，
代表车站参加了站务室级的ATS
竞赛。

此外， 他以身作则， 带动站
内同事按照公司要求开展站内安
全工作， 在车站各项安全检查、
外部审查 、 迎检任务中表现突
出。 在日常的工作中， 他能够及
时发现车站安全隐患， 并提出相
应改善措施。 在2018年度的工作
中， 郝帅带领班组做到了全年无
乘客意外伤害 、 无员工意外受
伤、 无承包商意外受伤、 无一般
责任事故。

□本报记者 唐诗

张经义：工会干部要经得起职工的托付

从一名技术员 “变身” 为工
会主席， 对于张经义而言， 这不
仅是管理工作与技术工作存在不
同， 也是技术工作转向管理工作
存在的 “过渡期 ” ， 正是这个
“过渡期” 的亲身经历， 才能让
自己做好面向技术和技能人员的
工会工作， 为他们能更好地实现
自身价值而提供帮助。

2003年， 张经义大学一毕业
就成为了一名技术员。 2007年 ，
来到北京燕东微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燕东公司”）工作，先
后从事过党支部和共青团的相关
工作。 2018年1月，经过选举正式
成为燕东公司工会主席。

重在参与， 让所有职工
动起来

2018年9月 ， 燕东公司在北

京市电子工业工会举办的北京电
控 “筑梦杯” 职工健身操 （舞）
大赛中， 获得较好的成绩。 张经
义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由于燕东
公司的子公司办公地点不同， 职
工比较分散， 参加这种集体项目
的比赛要有一定的难度。 “让职
工参与到活动中来 ， 这点很重
要。” 张经义眼中充满了坚定。

在组织参与比赛的过程中，
张经义带领工会的工作人员广泛
宣传， 发动和吸引喜欢舞蹈并有
一定基础的职工参与进来 ； 同
时， 成立了舞蹈小组， 让有舞蹈
基础的职工对舞蹈进行设计， 保
证舞蹈整体质量； 还为了做到舞
蹈动作整齐划一， 组织职工一起
加强排练， 有时排练会进行到晚
上9点多。

在那段时间， 为了保障舞蹈
小组的热情 ， 也为了取得好成
绩， 燕东公司工会做了大量保障

性工作， 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
“而作为工会主席， 就要事先做
好决策、 制定计划， 建立组织 ，
配置资源 ， 让职工广泛参与进
来， 活跃职工文体生活的同时，
强化职工队伍的集体荣誉感和凝
聚力， 更好地为产业发展服务。”
张经义说。

重视培训， 一线职工在
大赛中脱颖而出

“2018年， 在北京电子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9名获得北京市政
府技师特殊津贴的技能人才中，
有两名是我们燕东的职工。” 张
经义欣慰地说。

默默无闻的一线职工为何脱
颖而出 ？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
么？ “人才建设和人才培养， 对
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是重点工
作。 工会在参与一线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过程中， 我们不仅关注参
赛职工的比赛成绩， 更注重对他
们的培养。” 张经义说。

在开展职工培训工作中， 燕
东公司工会除了组织相关理论知
识的培训之外， 还将实操比赛与
实际工作成绩紧密联系， 选拔出
技术人才， 并以此作为赛前培训
的重点。经过不断实践和改进，工
会助力职工取得优异成绩、 实现
自身价值。同时，一线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也取得较好的成果、 公司
产业得到了较好的发展。 张经义
表示， 工会会通过形式多样的培
养渠道来建设好一线技能人才队
伍， 设计了包括组织职业技能竞
赛、 企业新型学徒制培养、 职工
素质教育等多种形式。

“工会工作应该是有温度
的，要有包容的心态，要听取职工
的意见，要经得起托付。 ”作为工
会主席， 张经义这样对记者说。

□本报记者 刘欣欣

———记京港地铁有限公司16号线西苑站值班站长郝帅
“我之幸事：守护地铁站台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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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骄傲
我是工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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