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通州公安分局白庙北治安检查站政委于文静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巡警
支队白庙北治安检查站政委于文
静有4个“妹妹”，这在熟悉她的同
事间不算秘密。 “她每次去超市、
商场买食品、 衣服， 都是一买好
几份，自己反倒不怎么买。 ”同事
说： “这个姐姐对妹妹真大方。”

对 “妹妹 ” 们的体贴 、 疼
爱， 在同事眼中已经超出了亲戚
间的关心。 “妹妹” 们的情绪波
动， 有时也让她心事重重， 这让
同事更加难以理解， “孩子不懂
事还有他们爹妈呢， 你跟着着啥
急？” 每次同事这样劝她， 她都
沉默不语，“对亲戚家的孩子这么
负责的还真少。 ”同事有些纳闷。

后来 ， 同事们慢慢知道 ，
“妹妹” 们是姥姥在世时收养的
弃婴。 2003年姥姥去世后， 当时
还未婚的她， 接过了姥姥留下来
的担子， 边读研究生边照顾当时
最大16岁、 最小只有13岁的4个
“妹妹”， 一直至今。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很难想
象她一个女孩子这些年是怎样过
来的！ ”知道了真相后， 同事们都
被于文静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

为妹妹撑起一片天

于文静出生在山东临沂的一
个普通家庭， 从她10岁那年起，
姥姥接连收养了4个弃婴。 于文
静便成了四个妹妹的大姐。 因为
当时家庭收入有限， 老人就靠卖
花养大了4个女婴。 “我从小看
着姥姥像照顾亲孙女一样 ,把4个
妹妹带大， 从心里觉得姥姥是个
了不起的人。” 于文静说。

天有不测风云， 当于文静的
四个妹妹还是未成年人的时候，
姥姥不幸离开人世， 来不及交代
与托付， 受姥姥耳濡目染的于文
静扛下了这份重担。

当时正在军校读书的于文静
回老家奔丧时， 妹妹们看见她哭
着说： “姐， 世界上最疼我们的
人走了。” 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

但妹妹们无助的表情却深深地烙
在了心里 。 “我从那时突然觉
得， ‘妹妹’ 们没了 ‘天’， 我
得为她们再撑起一片天。”

在军校的日子里，为了给“妹
妹”们买洗衣粉、洗发水、牙膏等
生活必需品， 她将每月的津贴一
省再省， 而在女孩子爱美的青春
岁月， 她总是选择那身朴素的军
装。 “姥姥的所作所为一直影响
着我， 我们几个姐妹的成长也离
不开社会对我们的关爱， 我觉得
我有必要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就这年复一年 ， 看着 “妹
妹” 们一个个长大成人， 于文静
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此时， 在
父母的催促下， 于文静开始考虑
组建自己的家庭。

“娶我就要和我一
起照顾妹妹们”

每次相亲， 于文静都如实告
诉对方， 自己有4个 “妹妹” 需
要照顾， 还要赡养父母， 家庭负
担重。 有的人一听站起来就走，
她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个人问她：
“我凭什么养你一大家子人？”

十几次的相亲都以失败告

终， 于文静有点绝望了。 这时，
一个男人走入了她的视线。 经朋
友介绍， 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当时还是有点失望。” 回忆初次
见面的印象， 于文静记忆犹新。
由于年龄相差太悬殊， 这位来自
通州的小伙， 并没有走进她的心
里。 但小伙子却依然坚持与她联
系， 同时表示愿意和她一起照顾
“妹妹” 们。 于文静被对方的真
诚打动， “我觉得他是个踏实的
人 ， 能跟我一起照顾妹妹们 。”
终于， 他们结婚了。

婚后， 于文静与爱人一起为
“妹妹”们撑起了一片天空。 小到
一个月几百元的生活费， 大到一
年近万元的学费，爱人从不计较，
“该花的钱一定要花， 不能苦了
妹妹们。” 这是她爱人常说的话。

将爱心传到社会的
每个角落

妹妹们的长大成人， 除了于
文静的无私付出， 更离不开社会
爱心人士的帮助。 为了感谢曾经
帮助过她的人， 让这份爱由小变
大 ， 薪火相传到社会的每个角
落， 于文静成立了志愿服务队。

志愿服务活动开展之初， 大
家只是采取慰问孤老等传统的志
愿服务形式。 随着志愿服务活动
的深入， 于文静发现， 单纯地给
老人送米送油、 洗脚喂饭还不能
完全满足他们内心的情感需求，
而一厢情愿地去给福利院的孤儿
送书送报， 却因为孩子们大都智
力残障， 使整箱整捆的书报静静
地躺在角落里无法开封。 总结出
经验后， 于文静开始策划形式更
新颖、 参与度更高的公益活动。

于文静在一次次的志愿活动
中感悟到， 志愿活动不能只是停
留在节日期间， 而是真正去倾听
对方需要什么再去给予， 因为懂
你比给予更重要。

为了让全社会更多地关注唐
氏综合征儿童这个特殊群体， 于
文静学雷锋志愿服务队联合通州
区培智学校在通州家乐福广场开
展了夏日义卖活动。 活动共筹集
善款3000多元， 全额发放给了参
与义卖的13名唐氏综合征儿童。
当看到孩子们领到自己工资后欢
天喜地的笑容时， 于文静比他们
还要开心， “我知道， 这些孩子
最大的愿望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双
手来养活自己， 希望用他们自己
的工资为辛苦操劳了一辈子的爸
妈买一件衣裳。 也就是说， 他们
最缺的不是别人送给他们的鱼，
而是能够钓到鱼的鱼竿。” 这次
活动中， 她感受到了这些孩子们
的乐观向上， 她说： “助人者自
助， 有些时候志愿者小小的爱心
带来的是莫大的幸福感。”

类似的公益活动还在持续开
展， 于文静和她的团队也赢得了
越来越多的肯定和赞誉。 2012年
于文静获中国孝老爱亲好人、 北
京市十大慈善义工等荣誉称号；
2013年获北京市第四届道德模范
和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等荣誉称
号； 2014年荣获北京市三八红旗
手荣誉称号； 2015年被授予北京
市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2016年
被授予北京青年五四奖章； 2017

年被评为通州区志愿服务优秀个
人和全国三八红旗手。

愿做雷锋精神的传播者

2007年 ， 于文静脱下军装 ，
转业到通州分局， 成为一名人民
警察。 2013年，于文静开始担任通
州公安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任副
大队长。 “我喜欢一边工作一边和
办证的老百姓聊天， 不断收集他
们的反馈和意见， 这样能让工作
更有针对性。” 结合大家的需求，
大厅先后新增了二次签注自动受
理机 、 自动填表机 、 自动发证
机、 自助网上预约等设备， 创立
“绿色通道”、 延时服务等20余项
便民措施。在她服务的人群里，有
聋哑姐妹，有轮椅上的阿姨，有老
年痴呆症奶奶，也有患自闭症的
小朋友， 但她都用美丽的微笑和
真诚的服务让他们得到帮助。

针对工作繁忙， 工作人员经
常吃不上饭的实际情况， 于文静
开辟了一间休息室， 配置冰箱、
微波炉等电器， 随时保证用餐。
她还组建了文体活动室， 成立职
工小家， 定期开展瑜伽等文体活
动 ， 并针对团队年轻人多的特
点 ， 组建工作室小乐队 、 舞蹈
队， 用业余时间学习排演各类文
艺节目， 帮大家调节情绪、 舒缓
压力的同时， 进一步增强了队伍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015年， 于文静被任命为通
州公安分局白庙北治安检查站政
委。 她凡事冲在前面， 从不因为
自己是女性而搞特殊化。 同时作
为政工领导， 她组织大家开展了
“青年民警表誓言” “我心中的
忠诚” 等多种形式的党建活动，
提高队伍的思想觉悟。

当说到志愿活动和她本职工
作关系时， 于文静说： “志愿活
动和警察工作从本质上说都是为
人民服务。 雷锋精神就是更好地
为人民服务， 我愿做雷锋精神的
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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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超：在点滴积累中成长

利用业余时间， 做好每日计
划， 持之以恒去完成， 坚持每天
学一点， 每天进步一点……北京
公交集团 “工匠杯” 职业技能大
赛乘务员技能大赛第一名李红超
的成绩， 就来自于这点滴积累。

去年， 北京公交集团 “工匠
杯” 职业技能大赛上， 第六客运
分公司十三车队房13路乘务员李
红超取得乘务员技能大赛第一
名 ， 获 “公交大工匠 ” 荣誉称
号。 她说： “我能获得这样的成
绩， 动力来源于北京公交给我的
归属感。”

2017年6月 ， 就职于原凯捷
风公交公司的乘务员李红超， 随
公交集团体制机制改革， 成为了

北京公交集团客六分公司的一
员。 李红超的车厢因线路原因经
常有外国乘客搭乘， 与外国乘客
沟通出现问题， 她开始学英语，
通过反复研读 《公交英语 100
句》， 她从英语零基础到熟练掌
握工作必备单词， 再到能与外国
乘客进行简单的交流 。 她说 ：
“是北京公交的企业文化给了我
进步的机会， 志愿服务给了我提
升的平台。”

客六分公司重组成立之初，
企业文化建设还在渗透过程中，
服志愿活动、 站台服务等活动还
在宣传推广初期， 作为一线乘务
员的李红超成为了传递企业文化
的桥梁和纽带， 随着推广企业文
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
职工参与其中， 企业文化渗透到
了每一位职工的心中， 企业文化

的推广形式也更加丰富多样 ，
2018年4月， 企业文化知识大闯
关APP正式上线， 开启了全员答
题的热潮。

“不到100分不闯下一关。”
正是这股认真劲， 在持续一段时
间后， 李红超找到了自己的学习
方法： 当遇到重点题、 难点题、
易错题时截图保存并反复温习、
重复记忆， 通过这种扎实的学习
方法， 李红超了解到了更多的企
业文化知识， 并厚积薄发地直线
冲刺到了集团排行榜前列。

2018年9月 ， 李红超报名参
加北京公交集团 “工匠杯” 乘务
员职业技能大赛的初赛， 在分公
司级的选拔上， 她以相对优秀的
成绩脱颖而出 ， 分公司聘请手
语、 英语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培训
时， 李红超发现以前手语的细节

动作和英语的标准发音有很多的
地方要改进， 这让她更加地努力
去学去练。

“工匠杯” 乘务员技能大赛
大体分为三部分， 这三部分中又
包含了实操类的卡证辨识、 地理
知识、 一日出乘等， 可以完整地
检验一名乘务员的整体职业素
养。 地理知识要把整个北京城各
个景点站点的换乘路线都记住，
较真的李红超总觉着时间不够
用， 她将地理知识分组， 并做成
地理知识小手卡， 每张手卡就是
李红超的一日任务。 每天早起第
一件事就是拿着手卡强化记忆，
运营休息期间和下班回家路上也
是分秒必争……终于， 李红超在
决赛中以优异的成绩夺得 “工匠
杯” 乘务员专业技能大赛冠军，
获得 “公交大工匠” 荣誉称号。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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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于文静（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