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从前是军人，鏖战沙场，效力军营，
铸就了他们的“军魂”；

他们现在是劳模，立足岗位，无私奉献，
是各单位名副其实的“领头羊”；

他们对“军人”这个称号有一种特殊的感
情，尽管已脱下了军装，但脱不了军人本色；

他们对“劳模”这个荣誉无比珍视，无论
在任何时期，在任何岗位，他们都一马当先，
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从军人到劳模，他们的人生经历有着与
众不同的精彩。 在“八一”建军节前夕，午报
记者走进这个极为特殊又极为光荣的群体，
给读者带来了他们不一样的人生跨越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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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万渠

□本报记者 孙艳

中军军弘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大队长

贾万渠，山东汉子，五年的从军经历让他始终
放不下军人这个身份。 退伍后，怀着对部队不舍之
情，一直寻觅着一条能够圆自己从军、从警之梦的
道路。 如今，保安行业实现了他第二次从军梦。

回忆从军五年， 贾万渠一脸自豪。 多次立功
受奖的他， 深知部队是历练自己的好机会， 所以
他一直严格要求自己， 苦练本领。 特别是深刻认
识自身不足， 主动报考部队夜校， 弥补学历不足。

退伍后，在2007年，贾万渠意外得知北京奥运
会要在全国公开招聘奥运安保工作人员，激动得一
夜未眠。 在他看来，终于找到了可以托付终身的事
业了， 他毫不犹豫辞掉月入过万的房地产董事长
护卫工作， 只身来到北京， 从事了当时每月工资
800元的保安工作，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首都保安。

从事保安工作初期， 因军事素质过硬， 贾万
渠便被派驻到各项目担任培训教练。 利用担任教
练的机会， 他一方面带领队员练好基本技能， 另
一方面总结改进， 主动找队员谈心， 找客户沟通，
查找当前存在问题， 及时与甲方单位交换意见，
调整培训内容， 所经培训的单位全部达到客户满
意， 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作为一名保安， 贾万
渠干得信心十足， 一干就是13年。 13年来， 贾万
渠参加过的大型勤务一个接一个， 每次都圆满完
成了任务。 13年间， 他带领所属队伍成功抓获偷
盗违法犯罪行为十余起， 扑灭客户单位火灾15次，

带领所属队伍服务于36个客户单位的安全稳定和
秩序维护工作， 多次收到锦旗和表扬信， 以实际
行动践行了确保一方平安的使命所在。

在首都保安行业， 贾万渠还是个小有名气的
竞赛高手。 凭借敢于拼搏、 勇于挑战的军人气魄，
贾万渠分别取得北京市首届、 第一届、 第二届保
安员职业技能竞赛第三名、 第二名和第一名， 是
行业内唯一一个连续参加正式赛事并连续取得名
次的选手。 技能竞赛还让他得到了工会组织的认
可， 2018年， 贾万渠又多了一个光荣的身份———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

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保安行业已经走
向高科技、高尖端，不少高素质、高技能人才也加入
了保安行业。 “一带一路”倡导推广企业安保“走出
去”，保安企业已走向全世界，为中国的企业保驾护
航，为维护世界公共安全和平做出了贡献。

而今， 不时有老板聘请他担任公司要职， 也
有发展不错的战友劝他改行，他却说：“换个行业或
许过得更好，但国家需要军人，同样也需要保安。军
人为国家和平奉献青春无悔，保安为首都安全贡献
青春光荣。 选择了这个行业， 终生无悔， 我还要
把这种执着的匠心在行业内广泛传播。”

保安行业实现我
第二次从军梦

德胜街道总工会主席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当合格的军人，
做优秀的工会干部

陈洪祥

“小时候， 家里的墙上贴着一幅天安门城楼
的画像。 天安门城楼是用红纸剪的， 上方有一个
红太阳， 光芒四射。 从那个时候起， 首都北京、
天安门， 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德胜街道
总工会主席陈洪祥回忆说， “那时候就觉得， 北
京是一个特别神圣、 美好的地方， 特别向往。”

19岁的时候， 陈洪祥从老家应征入伍， 部队
正好就在北京郊区。 入伍半年后， 部队组织新兵
参观天安门， 他终于亲眼见到了那个向往了很久
的地方。 “我那时的心情非常激动。 当时， 我就
下定决心， 要当一名合格的军人， 保卫党中央，
保卫我们的国旗。” 他说。

过去， 部队条件相对艰苦。 陈洪祥到部队的
第二天， 他所在的部队就开始施工， 修建训练场。
虽然很多新兵都是农村出身， 但并没干过重活。
施工过程中， 很多人的手都磨出了茧子， 甚至是
血泡， 还有的都累哭了……

21年的军旅生涯， 陈洪祥最难忘的是在他担
任所在部队装备处长时， 每年会组织新兵进行投
弹训练， 而且都是真弹。 一次训练过程中， 一位
新兵在投弹时，手臂后摆之后，拉环已经拉出，但手
榴弹竟然脱落掉到了身后。 “说时迟那时快， 我左
侧战壕里的战友，立刻捡起手榴弹扔了出去，最后
手榴弹在大家头顶上方爆炸了。 巨大的声响， 震
得我们双耳直叫， 但幸好我们都捡回了一条命。”

2002年， 陈洪祥转业到西城区， 先后负责过

西单管委会和德胜街道地区安全生产工作。 2010
年底开始做工会工作， 并担任街道总工会主席。

在同事们的眼中， 他勤于学习钻研， 善于总
结思考， 注重工作方式方法。 在非公企业建会工
作中， 他亲力亲为， 从接手时地区不足400家企业
建会发展到目前的3000多家企业， 2万余位会员，
实现了工会组织的全覆盖。

陈洪祥脑子活， 而且勇于尝试， 德胜街道总
工会的很多工作都走到了西城区， 甚至是全市前
列。 2016年3月， 北京市总工会制定并下发了 《关
于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的工作方案》。 陈洪祥
迅速在街道工会服务站里开辟出20多平方米的地
方， 安放了微波炉、 饮水机、 手机充电器、 小药
箱等设施， 并且张贴出醒目的标识， 用来接待户
外劳动者。 2017年， 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升级为
“暖心驿站”， 陈洪祥也迅速跟进， 德胜街道工会
服务站成了西城区首批挂牌 “暖心驿站” 的站点。
“如今我们这个站点的知名度已经上来了， 成了周
边职工的一个温馨聚点。” 陈洪祥开心地说。

凭着一股执着的信念，德胜街道总工会主席陈
洪祥将工会组织变成了辖区职工贴心的“娘家”。他
本人更是荣获了北京市优秀工会工作者、安全生产
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等称号。 “在部队，
身为军人，就要扛好枪、打好仗。 到了地方，就要全
心全意为百姓服务、为职工服务。 ”陈洪祥说。

原武警某部队一级士官
首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原北京军区某部副团长
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