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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西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一队队长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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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郭祥倩

辉辉煌煌中中国国 奋奋斗斗有有我我

王宁， 男， 中共党员， 1987
年参军， 2006年转业到西城区环
卫中心， 现任北京市西城区环境
卫生服务中心一队队长。 作为一
支道路清扫保洁专业队伍的负责
人， 在保障辖区302.77万平方米
的 清 扫 保 洁 工 作 的 同 时 ， 多
年来， 他以务实的作风和创新的
精神， 带领全体干部职工齐心协
力开展工作， 不断开创环卫工作
新 局 面 ， 实 施 环 卫 技 术 革 新
和改造项目20余项， 其中3项获
得国家专利 。 2009年获得市级
“迎国庆、 讲文明、 树新风” 活
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11年获
得西城区城市环境建设先进个
人 、 2013年获得 “西城劳动奖
章”、 2017年获得首都劳动奖章
荣誉称号。

“所谓的工匠精神， 就是指
工匠以极致的态度对自己的产品
精雕细琢， 精益求精、 追求更完
美的一种精神理念。”

在西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一队里有一位个头不高、 脸庞黝
黑、 身体粗壮的中年汉子， 他凭
着一股执着的劲头， 硬是和同事
们一起进行研发实施环卫技术革
新和改造项目20余项， 其中3项
获得国家专利。 他就是西城区环
境卫生服务中心一队队长王宁。

重塑“一块砖”精神

“革命军人一块砖， 哪里需
要哪里搬。” 这是王宁对自己近
20年军旅生涯的概括。 2006年转
业到西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时， 部队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也
被王宁带到了环境卫生服务工作
上， 使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取得

了一系列的成绩。 谈到当初选择
环卫工作的初衷时， 王宁坚定地
表示自己是根据组织的需要， 选
择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工作岗位，
奉献自己。

王宁作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一队负责人， 管理辖区302.77万
平方米的清扫保洁工作， 辖区中
包括64条大街、 12座地下通道、
15座过街天桥； 日常工作内容包
括街道保洁、 扫雪铲冰、 喷雾降
尘等。

在开阳桥停车场基层班组为
代表的辖区内， 悬挂着21字的安
全理念横幅———“自己安全我负
责， 他人安全我有责， 单位安全
我尽责”， 王宁也一直秉承着这
样的安全理念进行工作， 时刻提
醒着大家牢记安全问题。 职工们
坚持21字安全理念， 并践行到自
己的实际工作中， 保护好个人的
人身安全、 环卫的财产安全等。

发现问题是能力 解
决问题靠本领

作为西城区环卫中心一队队

长， 每一种环卫车辆， 王宁都驾
驶过。 在工作中他善于琢磨， 咋
省事省力咋来， 注重实用性。 他
有一句口头禅： “发现问题是能
力、 解决问题靠本领。”

一件技术创新品， 从产生最
初的设计思路， 到不断具体， 不
断完善， 短则数月， 长则数年，
王宁对此深有体会。 王宁结合自
身工作实际 ， 在工作中不断摸
索， 在实地调研中， 他发现以往
降雪到来之前， 扫雪作业车辆都
要排队到指定地点灌装融雪剂，
然后到加水站单车进行灌水搅
拌， 再前往作业路段开始扫雪作
业， 费时费力。 在他的带领下，
团队自主研发出了 “20吨级移动
式融雪剂搅拌站”。 融雪剂搅拌
站的出现 ， 解决了这一复杂过
程， 扫雪作业车辆可以直接灌装
搅拌好的作业用水直接前往作业
路段， 就像汽车加油一样简单快
捷。 记者计算了一下时间， 搅拌
站为两台10吨的扫雪作业车同时
灌装作业用水用时不超15分钟。

王宁告诉笔者， 搅拌站的出
现不但提高了灌装速度， 而且还
提高了融雪剂浓度的准确度。 按
照规定作业用水浓度在15%， 融
雪效果是最理想的， 以往的作业

方式融雪剂得不到充分地溶解，
而且会沉积在作业车罐体底部，
对作业车辆也是有一定伤害的。
融雪搅拌站解决了这一问题， 它
可以精确控制融雪液的配制时间
和融雪剂的使用剂量， 既达到最
好的融雪效果， 又对作业车辆起
到保护作用。 另外， 在没有扫雪
任务的时候， 搅拌站还有一项工
作， 即每天都要有洒水作业车进
行清扫作业， 冬季早晨气温比较
低， 也会适当加入融雪剂制作作
业用水， 防止作业用水在车内或
是喷洒到路面后结冰。

“20吨级移动式融雪剂搅拌
站” 一机两用， 在保证冬季融雪
工作的同时， 还可以起到日常消
防备水的作用。 在申请国家专利
的时候， 王宁也曾遇到过一些困
难。 但他不怕困难， 迎难而上，
经过多次调试、 改造， 最终成功
申请了国家专利。 该专利不仅仅
运用在西城区的环卫工作上， 也
在其他地区进行了推广使用。

多年来， 王宁以务实的作风
和创新的精神， 带领全体干部职
工齐心协力开展工作， 不断开创
环卫工作新局面， 实施环卫技术
革新和改造项目20余项， 其中3
项获得国家专利。

老兵变身环卫“发明家”
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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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张爱华：一份传递28年的真情

监测身体健康状况、 指导服
用药物、 清理大小便……在海淀
区紫竹院街道魏公村社区卫生服
务站有这样一位医务人员， 她28
年来不离不弃、 细心照顾着两位
没有血缘关系的孤寡老人。 不是
亲人、 胜似亲人的关怀和陪伴，
给老人传递着爱和温暖， 她就是
主管护师张爱华。

多年前， 张爱华的母亲患心
梗住进医院。 当时， 张大妈也患
心梗， 恰巧和她的母亲住在同一
间病房。 住院中， 张爱华了解到
张大妈无儿无女， 平时与老伴还
有老父亲住在一起。 张爱华在照
顾母亲的同时， 也帮助照顾张大
妈， 并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在出院后， 这份感情依旧延
续。 张爱华经常抽空儿去张大妈
家看望。 那一年， 张大妈老两口
已经六十多岁了， 而且家境并不
富裕。 老人身体弱， 外出很不方
便。 家里家外都是她的老伴闫大
爷一人张罗， 家中还有年近90岁
的老父亲需要照顾。

细心的张爱华了解到张大妈
有高血压、 心脏病， 常犯头晕。
一犯病， 她就只能躺在床上， 眼
睛不敢睁开， 但又固执地不愿上
医院。 一到这时候， 闫大爷就束
手无策， 只能干着急。 不等老人
打电话， 张爱华隔三差五就会来
到老人家中 ， 给张大妈监测血
压、 指导药物服用方法。 两位老
人从心里感谢这位心地善良、 真
诚待人的姑娘， 也把张爱华看作
自己的女儿。

在悉心照料的同时， 张爱华

还耐心教授两位老人护理常识。
2002年， 闫大爷因突发疾病， 做
了手术。 手术后， 老人患上了精
神合并症。 张爱华承担起到安定
医院给大爷开药的重任。 每次，
张爱华都是骑着自行车赶去。 半
个月去一次， 风雨无阻， 直到老
人去世。

老伴的离去让张大妈倍感痛
苦， 张爱华经常利用午休时间去
陪她聊天， 以减轻她失去老伴的
悲痛。 张大妈总觉得浑身乏力，
张爱华休息时间带她到医院做检
查， 结果诊断出糖尿病。 老人非
常紧张、 害怕， 张爱华就耐心给
她讲解糖尿病知识。 在张爱华的
陪伴中， 张大妈逐渐走出悲伤。

2014年一天夜里， 张大妈一
个人在家中晕倒了。 第二天， 恰
巧张爱华到老人家中看望。 她用
力敲门后， 张大妈几乎是爬着打

开了门。 进屋后， 张爱华被眼前
的景象惊呆了。 由于头晕恶心，
导致张大妈大小便失禁， 粪便、
呕吐物遍布在家中的地面上。 张
爱华二话没说， 先把张大妈扶到
床上， 为她换了干净的衣服。 随
后， 张爱华回到社区医院为大妈
开好输液药物， 又返回亲自为大
妈输上液。

有人曾劝张爱华， 可以把张
大妈纳入社区卫生服务站上的家
庭医生式服务对象， 这样就可以
减轻她自己的负担， 也不用耽误
休息时间。 对此， 张爱华回答：
“不用了， 大妈已经习惯我照顾
了。” 张爱华28年照顾老人的事
迹也影响着其他同事。 社区护士
坚持为非辖区的高龄老人换尿管
3年多了、 社区医生经常上门为
行动不便的老人诊治……医护人
员用行动传递着爱和温暖。

【笔者手记】

采访之前， 我做了功课， 了
解了一下王宁的经历。 得知他是
一名有着近20年军龄的老兵 ，
在我的脑海中已然勾画出一个严
肃军人的形象。

初见王宁， 我就发现我想错
了， 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热情、
亲切， 并且注重细节。 原来准备
在会议室进行采访， 王宁注意到
我刚从外面过来， 大汗淋淋。 于
是， 他就提议去办公室采访， 因

为那里有电扇。 这一点可以看出
王宁注重细节， 同时又很贴心，
可见平时在对待职工时也是如此
细致、 贴心。

王宁有近20年的部队生活
经历， 算是一个地道的老兵了。
军人身上有的严谨认真在他的工
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通过聆听
王宁的讲述， 他是一个善于发现
问题， 爱动脑筋的人， 在工作岗
位上自主研发了许多项目和机

器， 这些发明都是他的 “宝贝”。
采访结束后， 王宁热情地邀

请我去开阳桥停车场参观， 实地
考察一下他们研制出来的 “宝
贝”。 见到这些“宝贝”，王队长如
同孩子见到糖果般那样兴奋。

时间过得飞快， 采访也画上
了句号， 但是王宁严谨认真的工
作态度以及贴心亲切的工作作风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基层榜
样理当如此。

接地气的“环卫老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