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建发 （左）现场办公

□本报记者 马超/文 彭程/摄

专题【人物】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吉言│美术编辑李媛│本版编辑 张瞳│２０19年 7月 11日·星期四

辉辉煌煌中中华华 奋奋斗斗有有我我

“最近持续高温， 大家要加
强各站巡视测温工作， 高温天气
负荷增长较快容易导致设备发热
故障。” 他一边吩咐队员， 一边
打开监控电脑查看， 计划着要赶
赴现场查看情况。 7月， 北京骄
阳似火， 正是北京用电高峰， 电
力人坚守岗位不敢有一丝懈怠。

他叫杨文剑， 国网北京顺义
供电公司变电运维队队长， 也是
一名共产党员。 在同事的眼里，
杨文剑是一名不折不扣的 “电力
工匠”。 作为一名在变电岗位上
兢兢业业坚守二十余载的老变电
人， 在日常工作中， 他践行、 传
承优良作风。 在政治任务面前，
他勇于担当， 急难险重冲在前。
在面对家人时， 他悄然独白， 未
曾报得三春晖。 自杨文剑工作以
来， 他与同事创造了八千多个日
夜电力安全运转的记录。

坚信操作就是生命

杨文剑， 1975年出生， 顺义
人。 1994年， 杨文剑进入国网北
京顺义供电公司工作。 1997年 ，
顺义供电公司变电运维队正式成
立， 刚刚毕业不久的杨文剑就被
分配至当时拥有全国最先进的
110KV天竺变电站值班。

天竺站在顺义区乃至北京市
均被列为标杆变电站， 从那个时
候起， “习惯优秀” 的理念就被
深深烙在杨文剑的脑海中。 站内
的每一个角落， 电缆沟的每一道
沟壑，他都尽力做到心中有数；每
一次操作， 规程中的每一条注意
事项，他都用心做到一丝不苟。杨
文剑一直坚信， “操作就是生命，
规程就是底线， 如果你不用心对
待他， 他也不会用心对待你。”

一晃20多年过去了， 曾经意
气风发的少年早已两鬓添白， 但
在杨文剑的心中 ， 纵有千变万

化 ， “习惯优秀 ” 的理念不会
变 ， 变电人严谨的作风更不会
变。 每年新入企学生进入变电运
维队实习期间， 一进门杨文剑就
会送上两份礼物———“安规 ” 及
“变电规程”， 并要求队员 “理解
并背诵全书”。

“我很多东西都不太懂， 很
幸运能跟着师傅杨文剑队长学
习。 跟师傅学习了3年， 从变电
站日常运维到新站发电， 师傅言
传身教， 让我成为了一名合格的
变电人！ 如今我不再是当年那个
初出茅庐的小伙子， 现已成为运
检部变电专业主任， 但依旧离不
开师傅的指导和支持。 师傅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 ‘手把儿千斤
重， 安全记心中’， 无论何时何
地， 我都会时刻谨记。” 张磊是
2009年8月大学毕业被分到北京

顺义供电公司变电运维队工作
的， 如今已经成为公司的骨干。

每当有新发站或者老旧变电
站改造， 杨文剑都会到达现场对
每一项操作逐一把关。 从开始试
验到验收结束， 平均每一站要操
作200斤重的开关上百次。 一名
新员工因此瘦掉了10斤， 这被杨
文剑当做一个典型来给大家讲述
奉献精神。

正是在这一条条看似苛刻的
要求中， 电力人严谨的作风得以
传承， 正是在这一代代传承中，
电力人 “习惯优秀” 的理念为电
网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引领职工急难险重
冲在前

2011年9月 ， 杨文剑成为一

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自那时
起， 他就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当
成每时每刻的行为规范。 现在担
任变电运维队队长的他， 带领40
名员工， 承担着顺义区30座110
千伏变电站、 9座35千伏变电站
的运行维护和倒闸操作任务。

长期以来， 面对枯燥又艰巨
的运行任务， 他以一名党员的责
任感 ， 团结和带领班组全体成
员， 在确保顺义供电公司主网安
全的基础上， 实现规范化管理。
过去的20多年间， 变电运维队从
未出现过人身伤亡事故和任何责
任事故， 完成了2008年北京奥运
会、 建国60周年阅兵、 十九大保
电等重大政治保电任务， 为公司
实现8000余天的安全长周期作出
了突出贡献。

杨文剑曾经面对11月供暖季
工作量浩大的“煤改电”工程，正
常情况下一座变电站需要40多个
工作日长达两个月的变电站验收
工作，他硬是率领变电运维队在
一个月内成功完成了两座新发变
电站验收、 发电任务及一座老旧
变电站改造任务。

2017年， 在一次特级政治保
电任务中， 已经身为临时党支部
书记的杨文剑， 除去在保电任务
中所要求的每两小时站内巡视一
次并通过APP上传， 每天进行高
频率带电设备监测等日常任务
外， 充分利用每一刻碎片化时间
将党建与专业知识结合， 开展了
“十九大微课堂 ” 党支部活动 ，
普及站内设备、 安全保障突发事
件上报流程， 并要求值班人员提
前一小时到站， 与上一值班人员
交流站内设备情况。 在保电关键
时刻， 他以身作则带领队员加班
加点坚守在第一线， 让每一名党
员都成为一面党旗， 矗立在天竺
站的保电阵地上。

“这些年， 让我最难忘的是
2018年6月26日。” 杨文剑说。 原
来， 那天顺义下起了暴雨， 导致

一座变电站附近的电力塔倒塌。
“当时， 我在变电站看见监控电
脑一片保护动作信号 ， 不敢相
信 ， 但事实发生了 。 我担心的
是， 线路断了， 变电站没电了，
我们不能给用户供电了， 将影响
变电站附近5000户居民用电。”

随后， 杨文剑作为抢险突击
队队长 ， 组织带领全班人员迅
速、 准确、 安全完成了 “6·26”
施工抢修工作 。 当时 ， 还是夏
天， 杨文剑还要保障度夏大负荷
期间的保障工作。

奋战月余未和父母见面

对于杨文剑来说， 深夜的电
话铃声就像冲锋的号角， 经常顾
不得几点披上衣服便赶往现场。
家人劝他： “你以为你还是二十
五六的小伙子吗？” 杨文剑坚定
地回答： “虽然我的身体不是二
十五六的小伙子， 但我的精神一
直都是。”

曾经在最忙碌的日子里， 杨
文剑的父亲在住院三个月后回家
休养 ， 杨文剑不放心父亲的身
体， 特别把父母接到自己家中照
顾。 可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
杨文剑每天早上5点出门时父母
还没有起床， 晚上10点拖着疲惫
的身体回到家时， 年迈的父母早
已休息。 近一个月时间， 同一个
屋檐下生活的父母都不曾和杨文
剑见过一面。

直到一天早上5点， 天还未
亮， 杨文剑像往常一样轻手轻脚
准备出门， 却发现老父亲笔直坐
沙发上， 未等他开口， 老父亲咳
嗽了一声 ， 装作不经意的样子
说： “啊， 就是我来了没有看到
过你， 不放心哪， 今天起得早，
想等等你。”

一句平淡的话语却让杨文剑
感动了： “寸草微心， 何曾报得
三春晖， 唯有百倍努力， 以报父
母恩情。”

□本报记者 白莹

心中装着百姓的80后小伙

清运无主垃圾， 规范游商摊
贩， 拆除违规牌匾， 整治违法建
设， 封堵开墙破洞……眼前的这
个80后小伙子， 大学毕业后当过
村官， 目前在城市环境治理战线
上已经奋斗了八年有余， 他就是
海淀区紫竹院街道办事处城市服
务管理指挥分中心主任穆建发。
不久前， 荣获了第九届全国 “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 荣誉称号， 曾
于2018年荣获 “首都劳动奖章 ”
荣誉称号。

做过城市环境治理工作的人
都知道， 任务繁杂， 打交道的人
也是各式各样。 穆建发发现， 原
先的有事就得跑现场的工作方法
耗时费力。 既然处于科技创新核
心区， 他便开始探索运用科技手
段服务于城市环境治理。

“我虽然是个文科生 ， 但我
自小就对科技感兴趣， 小时候家

里穷， 玩具都靠自己做。” 穆建
发说， “别人休息时间可能喜欢
看新闻看视频， 我就到处找一些
新奇好玩的东西。 结果就发现街
景地图、 遥感影像、 卫星影像、
监控系统等科技手段正好可以应
用到工作中。”

2018年两会保障的重要时
期， 街道执勤民兵巡查时在紫竹
桥东北角盘桥匝道上发现乱扔废
弃物， 影响环境不说， 还把盲道
给压住了。 如果不查出来源， 那
可能还会有下一次。 穆建发利用
网格化图像信息系统开展线索筛
查， 从桥区疑似车辆开始筛查，
利用一中午休息时间， 通过查看
近20个监控探头的录像， 最终获
取显著特征， 形成完整证据链后
在工作群内进行通报， 仅过了半
小时， 行为人及作案车辆即在辖
区内被城管执法人员查获， 行为
人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长期以来， 违法建设成为了
城市环境治理工作的一大块内
容。 2017年， 街道开展香格里拉
饭店周边环境整治工作， 重点对
北洼路的违法建设、 开墙破洞、
违规牌匾等进行整治， 采取规、
建、 管结合， 对北洼路街区景观
进行了整体提升， 为第一届 “一
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做好
了环境保障服务。

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思想一
直在穆建发身上体现着。 在2018
年开墙破洞整治工作中， 地区一
个理发店男主人肢体残疾不能行
走， 女主人曾因受伤不能从事重
体力劳动， 确实存在实际生活困
难， 并且该理发店受到社区老年
人的广泛称赞。 结合实际情况，
穆建发多番了解， 查清相关情况
向上级汇报， 最终将该点位暂予
保留。 “我清楚记得， 在指挥中
心领导进行家访时， 得知理发店

可以继续经营， 女主人流下了感
激的泪水。” 穆建发说。

“小穆心里总装着工作 。”
这是同事老大哥对他的评价。 中
午出去走路遛弯， 别人不是去公
园河边就是去校园操场， 他却选
择走街串巷， 沿途随时发现和解
决一些城市管理的问题。 在整治
民族大学西路环境秩序中， 他提
出交通优化方案， 将腾退的公共
空间改造成非机动车道， 实行机
非分离， 整治后不仅民大西路环
境水平提升显著， 还提高了道路
通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指数， 便利
了群众出行。

“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
人员， 我其实做的远远不够， 我
要始终献力于地区城市治理， 服
务于地区市民群众。 壮志凌云般
去想， 脚踏实地地去干， 践行我
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穆
建发说。

杨文剑：老变电人的“工匠”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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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剑（前）和同事一起检查电力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