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思远

副中心有支守护用气安全的蓝军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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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
区 ， 有着25座闸井 、 14座调压
箱、 39个公服用户、 75个食堂，
还有366个燃气灶具 、 2880个居
民用户以及近24公里的地下管
线。 而肩负起守护这些户内外设
施安全重任的， 是一支均不超35
岁不到10个人的班组， 他们便是
北京燃气集团在2018年9月成立
的， 集外线运行维护、 户内服务
维修、 查表收费等工作为一体的
潞城燃气服务中心 “蓝军班 ”。
脱下 “绿军装 ” ， 穿上 “蓝工
服”， 这些均为复转军人的班组
成员， 在开展燃气服务保障工作
的同时， 时刻展现着 “军人退伍
不褪色” 的风采。

曾守祖国万里疆土
今保副中心用气平安

2018年9月 ， 北京燃气集团
三分公司完成了城市副中心办公
区通气任务， 与此同时， 分公司
决定成立潞城燃气服务中心， 作
为副中心的专门服务保障单位。
既要打造政治素质过硬、 业务技
能精湛、 高度负责的专业服务队
伍， 又要锻炼培养一线青年技能
人才， 三分公司在人员选择上可
谓是标准颇高 、 精益求精 。 最
终， 10名均为复转军人的业务骨
干脱颖而出， 加入了这支新 “部
队”， 拥有了新 “番号”。 而获得
北京市 “职工技协杯” 职业技能
竞赛调压工比赛第二名的李刚，
光荣地成为了这支 “部队” 的班
长。 “当初抽调骨干人员时， 像
是打架一样。” 李刚对当时的情
景仍记忆犹新， “为了能够服务
副中心， 承担光荣的历史使命，
大家争先恐后， 抢着报名。”

“这些设备工具、 台账就像
咱们当兵时的枪支弹药， 这身蓝

色的工装就是咱们的军装， 现在
的工作时间标准就是咱们的集结
号， 咱们 ‘蓝军班’ 要挖掘自己
的特色， 实行 ‘半军事化’ 班组
管理模式， 突出服务特点。” 李
刚表示， “蓝军班” 提出仪容仪
表军事化管理， 规范使用服务用
语， 作业现场军事化管理等一系
列严格的管理模式。 为了把服务
做细做精， “蓝军班” 甚至成立
了 “普通话集中训练营”， 把练
习普通话当成了每天的必修课。

“在副中心保障燃气安全，
就要让本领过硬， 经得起实战推
敲。” 李刚表示， “蓝军班” 经
常针对副中心可能突发、 常见的
问题开展技术练兵 ， 并以老带
新， 提升班组成员平均实力， 缩
小差距。 调整套丝板牙、 调压操
作、 查看计量表……为了在夯实
基本功的同时能够快速有效破解
各种 “疑难杂症 ”， “蓝军班 ”
将每一处运行、 维护的细节都重

复了无数次， 确保实战时万无一
失。 练兵结束后， 大家不仅要在
现场探讨交流， 回到家还要在脑
海里复习一下当天操作的技术步
骤。 在严格的管理下， 在军人般
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下， “蓝
军班” 的青年骨干从技术白丁纷
纷 “脱胎换骨” 成技术能手， 每
位 “战士” 都能独立解决各种燃
气难题。

负重巡检不知疲倦
全副武装燃气精兵

正如军人守卫祖国疆土一
样， “蓝军班” 把保证副中心行
政办公区的用气安全当成了自己
的 “天职”。 “一旦接到报修电
话， 除完成维修外， 我们还会把
所有用气设备重新检查一遍 。”
李刚说 。 行政办公区内配有食
堂， 每隔半个月， 李刚和班组成
员就要下到市政综合管廊里的中

压燃气管道检测。 管道分布高低
不一， 检测人员身上要背着重达
25公斤的检测设备爬上爬下， 单
是入口高度差便有10米左右， 在
1米左右宽度的管廊中， 人刚下
去就一身汗。 在这样的巡检中，
4.2公里的管廊走下来 ， 通常一
走就是一天。 李刚坦言， 常人走
上4～5公里尚需消耗一定体力 ，
更别说带着全部设备的巡检职工
要爬4～5米高的直梯了。

“长达20多公里的户外管线
检测不容许有一厘米疏漏”， 这
便是副中心燃气安全巡检高标
准、 严要求的缩影。 手推车、 北
斗检测仪、 激光遥感检测仪……
“蓝军班” 在巡检时， 用上了最
精密的仪器， 投入到户外管线检
测中。 据 “蓝军班” 班组成员介
绍， 激光检测仪是新型的高灵敏
度测量仪器， 通过泄漏气团反射
回的激光束来测量反射路径上的
气体浓度， 检测距离可延伸至10
米。 每天的检测结果都会被记录
下来， 方便日后查询。

前线作战时刻准备
底气源于“后方”支持

除了日常维护运行工作 ，
“蓝军班” 还负责着城市副中心
燃气设备设施的安全保障工作 。
所以， 增加工作时间， 减少到场
时间 ， 显得尤其重要 。 “蓝军
班 ” 所有职工实行24小时待岗
制， 办公地点就选择在副中心行
政办公区的附近， 车程不超过15
分钟 。 除本职工作外 ， “蓝军
班” 还在雷锋纪念日、 “五四”
青年节等时间组织开展社区安全
宣传、 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调压站
箱清扫、 空巢老人上门服务等活
动， 让攻坚克难的 “铁军” 具备
“温度”。

为了让这支特别能战斗的
“部队 ” 干得 “舒心 ”， “蓝军
班” 还得到了三分公司在政策上
的大力支持。 三分公司与北京城
市副中心市委办公厅生活处、 市
政府办公厅行政服务处等8个部
门积极协调沟通， 合作组建了城
市副中心燃气安全运维保障平
台。 “有了这样的平台， 再发生
停气等故障时， 我们可以立刻进
入副中心， 并由安保人员带路，
允许逆行快速到达现场。” 李刚
向记者介绍， 有一次， 第三规土
局食堂突然没有了燃气， “蓝军
班” 在安全运维保障平台的支持
下， 仅仅用了两个小时， 就完成
了这次应急抢修工作。 “以前需
要各级审查， 碰到特殊情况等半
天都不止。 现在时间上缩短了近
两倍， 提升了燃气运维效率。”

此外， 为了让每名班组成员
实现技术提升， 针对 “蓝军班”
业务性质， 三分公司运行维护二
所为每一名班组成员定制培训计
划， 安排集团专家技师为他们讲
解户内管线切改等技巧。 并安排
全员报名参与北京市职业技能调
压工大赛 ， 以赛促学 、 以练促
干， 进一步夯实基本功。 为了弥
补班组在地下综合管廊燃气设备
运行管理、 智能化调压箱升级改
造等全新领域缺乏管理经验的不
足， “蓝军班” 还主动开展对标
工作， 与高压公司青藤班进行交
流， 借鉴学习班组优秀建设经验
和人才培养模式。

“我们要成为一支政治素质
过硬、 业务技能精湛、 高度负责
的专业服务队伍， 为城市副中心
提供安全、 高效、 优质、 便捷的
高品质服务是我们的首要职责。”
李刚说， “接到的任务就是冲锋
号，帮用户排忧解难，听到用户的
称赞，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职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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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后”思政教授征服“00后”学生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记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孙蚌珠

当 “60后 ” 教师遇上 “00
后” 学生， 这样的思政课堂上会
出现什么场景 ？ 代沟接近四十
年 ， 老师说的话学生能听进去
吗？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 博士生导师孙蚌珠的办法是
走近学生， 增强教学的针对性。

孙蚌珠1963年8月出生 ， 从
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工作
已有31年， 获得过北京市教育教
学成果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高
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全国 “五一” 劳动奖状等重大奖
项， 被授予首届全国普通高校百
名 “ 两 课 ” 优 秀 教 师 （ 1997
年）、 全国思想政治理论课影响
力标兵人物 （2015 年）、 中央马
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
席专家、 北京市思想政治理论课
特级教授等称号。

拥有众多荣誉光环， 但孙蚌
珠并不想做高高在上让学生不敢
接近的大教授， 她认为思政课不
能简单地迎合学生， 而是要引导

学生， 以理论为本， 内容为王，
问题导向， 进行因材施教， 这样
的课堂才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如何才能引导学生呢？ 孙蚌
珠打了一个比方： “孩子喜欢吃
垃圾食品， 大人不让吃， 让孩子
吃健康营养有利于成长的食品。
大人有责任把健康食品做成孩子
喜欢吃的样子。 所以首先要了解
什么是孩子喜欢的样子。 实际上

是要处理好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为了端出 “90后” “00后 ”

学生能吃、 爱吃的思政 “大餐”，
孙 蚌 珠 通 过 各 种 方 式 走 近 学
生 、 了解学生： 开各种规模各种
形式座谈会， 请学生来谈想要什
么样的思政课； 找助教， 了解学
生的所思所想； 她还访问了百度
贴吧、 知乎、 博客、 qq等一切年
轻人爱玩的社交平台， 感受他们

的思想实际， 据此不断调整自己
的教学方案， 用学生听得懂、 听
得进去的话讲思政课的道理。

孙蚌珠笑言， 北大学生有很
强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善于独立思考， 提问题讨论问题
都特别深入。 对于他们来说， 互
动性教学不能简单地让他们唱个
歌演个情景剧， 应该是研究性的
参与， 所以， 在教学内容上注重
联系实际。 比如讲 “美丽中国”
专题， 有学生会从调查校园里垃
圾分类情况入手来谈可持续发展
问题， 在讨论过程中， 同学们会
讲到日本、 德国等国家的垃圾分
类经验， 讲到循环经济， 讲到生
态文明建设。 她从多角度引导 ，
比如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技术
支撑、 法律保障、 政府和市场关
系、 社会监督、 公众参与等， 课
堂效果特别好。

孙蚌珠特别注重学生的参与
性和研究性， 采取了阅读文献、
周末学术沙龙、 学术辩论、 课堂
讨论等教学方式， 要求每个学生
每学期至少在课堂上发言一次，
写一次读书报告。

现在的青年学生很坦率， 有
的直接就问 “老师， 你讲这个自
己信不信？” 她会很笃定告诉学
生 “我信”， 然后用理论、 历史
和现实， 回应学生在学习生活实
践中遇到的真实困惑， 在言语来
往中逐渐说服他们。 她并不介意
学生的反驳与争论 ， 说这是好
事， “如果学生对社会漠视， 说
明他不关心， 能质疑能反驳， 至
少说明他在思考这件事。 理论教
育并不意味着空泛地说教， 要用
理论力量征服学生， 要解决学生
的思想问题， 引导他们形成正确
的认识。”

北大工学院学生王晓琛说，
孙老师独树一帜， 带动学生一起
思考， 让大家对每个问题都加深
理解。 课堂上有些争论， 但她总
能给出令人信服的观点。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学生李韵
祺 是 听 完 同 学 的 推 荐 后 选 修
了 孙 蚌珠的课 ， “孙老师上课
时讲的内容毫不空泛， 会联系现
实。 每节课都有学生谈想法， 带
来更多思考， 马克思主义离我们
并不远。”

脱下“绿军装” 穿上“蓝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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