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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志飞 冯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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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清张小路史光柱
为雪域高原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外卖小哥徒手爬楼救火铁血英雄做公益帮扶上万人 尽职民警飞身一跃挽救轻生女 扎根一线守住危化运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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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名兢兢业业的公厕班
班长， 多年来勤勤恳恳， 他和环
卫工人们用辛勤的付出换来了城
市的干净整洁 ； 他往来于厕所
间， 早来晚走， 节假日加班是常
态， 甚至还带病坚持在工作岗位
上； 他经常进行一些小改小造，
节省了资金 ， 还解决了实际困
难； 他曾荣获北京市丰台区园博
之星、 首都环境建设突出贡献个
人、 丰台区优秀共产党员、 北京
市先进工作者等多项荣誉， 他就
是丰台长辛店环卫所公厕班班
长———王伟。

宁愿一人脏 换来万家净

“掏厕所工作很脏很臭， 但
是我们的辛勤付出， 换来的是城
市的整洁， 人们生活的舒适， 所
以再辛苦也充满成就感！” 今年
50岁的王伟 ， 从 2004年 11月至
今， 一直担任着北京丰台区环境
卫生服务中心长辛店环卫所公厕
班班长。

多年来， 王伟凭借着踏踏实
实工作的劲头， 赢得了周围人的
赞誉。 在长辛店环卫所一说到王
伟 ， 上至领导 ， 下到公厕班职
工， 无不竖起大拇指。

作为一名公厕班班长， 王伟
负责70多人的管理。 他要求职工
业务培训不达标的绝不上岗， 这
个严格规定， 起初让有些保洁员
不理解 ， 他却严肃地对保洁员
说： “既然咱们干了这行， 那就
得对得起这份工作。” 为了给班
组的保洁员做出榜样， 他自己带
头做到。

有时蹲坑堵塞， 他探下身子
去清掏。 一不小心就被溅的满身
都是粪便污物， 时值炎夏， 那一
股刺鼻的臭味让人不可忍受， 而
沉浸在工作状态中的王伟却浑然
没有察觉。 如厕的人经过时， 都
皱起眉头、 捏着鼻子转身走掉。

每次面对人们各种各样的不理
解， 他总是憨憨一笑地说： “这
没什么， 应该的。” 经过他的带
头示范， 班组成员都努力向他的
标准看齐。

“我有时候想， 爱岗敬业真
的不能是一句虚话， 你说如果连
我们都怕脏怕臭的话， 公厕班的
活儿还怎么干？ 公厕遍布在城市
大大小小的角落， 与城市人息息
相关， 如果厕所臭气冲天， 那么
可以想象是多么糟糕的事情， 我
们每天勤勤恳恳， 让如厕的行人
高高兴兴， 让城市保持干净和整
洁， 真是非常大的成就。” 王伟
感慨地告诉记者。

他每天穿梭于59座公厕， 风
雨无阻。 2008年， 他的右膝盖下
方旧伤复发， 要住院治疗。 这一
年， 他前后经历了大大小小共4
次刮骨手术。 最让人心酸的是他
为了能让伤口愈合， 以免耽误工
作， 强烈向医生要求不要使用麻
药， 态度十分坚决。 他说： “放
心吧， 我能挺得住。 单位里还有
好多事 ， 我不想住院 ， 我要上
班。” 手术开始后那种撕心裂肺
般的疼痛就如同有千万把锥子扎
下伤口， 豆大的汗珠浸湿了他的
头发， 顺着额头淌到脖子里， 巨

痛下他的手指将床单抓出了好几
个窟窿。 就这样王伟硬是挺了下
来， 手术后仅仅休息了四天就回
到单位上班了。

“痛苦是肯定痛苦， 但是公
厕班里的事多， 每耽误一天， 就
能积压下不少， 我心里不忍啊，
就想着自己忍忍吧 ， 躺在病床
上， 看起来能休息休息， 但是心
累， 一回到岗位上， 投身繁忙的
工作中， 就把术后的疼痛也抛脑
后了， 工作能让人全身心、 心无
旁骛， 而且找到满满的价值感！”
王伟感慨地对记者说。

凭借出色工作获评
多项荣誉

在2013年园博会召开之际 ，
经所领导班子研究， 决定让责任
心较强的党员班长王伟带领17名
职工， 协助主管副职完成园博会
指挥中心内外围环境卫生保洁工
作。 自从2013年4月10日进驻指
挥中心工作以来， 面对众多复杂
多变的情况， 王伟有条不紊。 为
使大家尽快适应岗位要求， 切实
履行职责， 他带领保洁员一起设
计工作流程， 科学划分区域， 合
理安排人员， 总结经验规律， 很

快就摸索出一套完善的工作方
法， 同时又充分调动了职工的工
作积极性。

期间， 王伟跟主管所长一起
针对保洁员在保洁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按照七步作业法细致讲解，
纠正以前不正确的工作方法， 宣
传园博环境卫生保障活动的重要
性。 一点一点让他们记住， 从思
想上转变。

王伟每天往来于指挥中心、
各个公厕， 风雨无阻。 加班加点
是常事， 甚至还得拖着疲惫的身
躯为大家订饭送饭。 正是由于他
那骨子里对工作的 “韧” 劲儿，
深深感染了职工， 使得大家更有
干劲， 更加团结向上。 终于出色
完成了指挥中心的保洁工作， 得
到了各级领导和各部门的肯定。
园博结束后 ， 由于工作成绩突
出， 2013年王伟被评为北京市丰
台区园博之星、 首都环境建设突
出贡献个人， 2015年被评为北京
市先进工作者， 2016年被评为丰
台区优秀共产党员。

王伟平时对保洁员工作要求
十分严格， 其实也有铁汉柔情的
一面。 公厕班有一名职工患了严
重的疾病， 自暴自弃， 不配合医
生治疗。 他像一个老大哥一样负
责这名职工的饮食起居， 找他谈
心 ， 鼓励他要充满信心战胜疾
病。 王伟常说： “工作中我们是
同事， 生活中就是兄弟姊妹， 我
们应该多一份爱心去关心帮助更
需要帮助的人。” 在他的细心照
料下 ， 这名职工也乐观开朗起
来 。 王伟在生活中的细致 、 体
贴， 让整个公厕班充满了友爱、
温暖的氛围。

小改小造解决了实
际难题

除了做好管理， 王伟的创新
意识较强， 在机械设备、 使用工
具发明制造方面， 他经常进行革
新， 不仅解决了实际难题， 也为

所队节约了资金成本。 冬季自来
水管线上冻， 无法正常保洁， 一
直是公厕冬季的头等大事之一。
王伟常说一句话： “办法总比困
难多， 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 没
有迈不过的坎”。 为了解决这个
难题 ， 王伟利用闲余时间查资
料、 找数据， 并经常同5名修理
人员研讨改装方案； 不辞辛苦，
不怕脏累， 有些公厕的上水管是
新型材料， 无法使用喷灯烘烤，
他便设计制作了烘烤架， 用钨灯
进行烘烤， 效果很好。 这样既保
住了PPR管完好性， 又能把管道
内被冻住的冰烤化。 反复修正，
反复试验， 不断改进， 最终取得
了较好的使用效果。

王伟平时爱琢磨， 搞个小发
明， 小创造。 考虑到部分公厕冲
水时间长， 用水量大的问题， 他
针对十字延时弹簧， 精心研究，
设计出一种耐用的弹簧， 节水效
果非常明显， 为所队节约了大量
资金。 针对公厕及垃圾房的公开
牌子一旦丢失或损坏， 存在制作
成本高、 周期长等问题， 他潜心
研究反复多次实验， 终于设计出
一种成本低、 易安装、 简洁美观
的牌子扣， 并经设施科认可后在
全中心大力推广使用， 受到上级
领导的肯定和赞扬。

多年来， 王伟始终秉承老老
实实做人， 扎扎实实工作的优秀
作风 。 对领导交办的每一项工
作， 他都精益求精， 不但做到事
事有着落， 而且事事高标准。 对
下属， 他始终起到了模范带头作
用， 要求下属做好的， 自己一定
先做好， 而且始终坚持在一线，
每天工作贪黑起早， 基本没有休
息日， 而且早来晚走， 甚至带病
坚持工作 ， 在他的感召下 ， 他
所带领的公厕班 ， 始终保持昂
扬、 向上的精神状态， 各项工作
都开展得蒸蒸日上、 有声有色，
“用我们环卫人的一身脏， 换来
城市的万人净， 再辛苦， 我们也
心甘情愿！” 王伟深情感慨。

王伟：宁愿一人脏 换来万家净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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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光柱， 男， 1963年10月出
生， 解放军77283部队原副政委，
已退休。

1984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
中， 他在四次负伤八处重伤双目
失明的情况下带领全排收复两个
高地， 荣立一等功荣获 “一级战
斗英雄” 称号。 退休后投身对退
伍军人扶危救困的公益事业， 5
年来带领爱心人士帮助1.7万人，
通过文字和音乐创作激发大众的
爱国情怀， 获鲁迅文学奖。

张小路， 男， 1988年10月出
生， 美团外卖骑手。

今年7月7日张小路送外卖途
经甘露园闻得呼喊， 见一居民楼
二层阳台往外冒烟立即停车观
察， 然后借助墙面和阳台防护网
迅速攀爬上去， 拽出正在燃烧的
废旧纸壳、 接过灭火器和水盆迅
速将火扑灭随后驾车离去。 刚刚
成为朝阳兼职 “小巷管家” 的他
说 ， 相对可能收到的 “差评 ”，
救火当然是最重要的。

裴志飞， 女， 1975年12月出
生， 现任西城区妇幼保健院副主
任医师。

2017年8月她请缨援青。 玉
树平均海拔超4000米， 她曾因长
时间手术瘫倒在地。 当地能做妇
科手术的医生少， 她把带徒弟当
做重点工作， 援青一年期满她申
请延期。 两年间她创办了宫颈疾
病诊疗中心建立起三级诊疗模
式， 基本满足了患者需要， 为当
地留下一支 “带不走的医疗队”。

冯锐， 男， 1989年4月出生，
朝阳分局高碑店派出所社区警务
一队副队长。

冯锐不止一次为救人拼命。
今年7月21日一女子欲从19楼跳
下轻生， 他悄然打开房门在其将
要跳下的瞬间纵身一跃抓住她的
手臂救回。 今年6月20日一女子
欲跳铁路桥， 他借聊天趁其不备
将她拉下， 自己却不慎摔下山坡
刮伤手臂。 言传身教下， 他的徒
弟也进入角色成为所内骨干。

李培清， 男， 1972年4月出
生， 北京公交集团天然气转运服
务中心安全员。

为确保化学危险品安全运
输， 李培清在加气母站和子站间
反复勘察规划出61条路线绘成图
册， 伴随新版城市规划的落实在
公休日继续勘测及时标注更新。
每逢年节、 两会和特殊气候， 他
无一例外地坚守应急值班室； 还
根据季节和工作重点以新颖生动
的课件坚持对职工日常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