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事想在先、 冲在前， 带着
问题做走访， 骑着自行车检查工
作……他凭借丰富的工作经验与
满腔的工作热情， 充分发挥统筹
协调作用 ， 敢于担当 ， 攻坚克
难， 不断创新工作方式和方法，
以钉钉子的精神参与完成了全国
卫生城市的创建和密云区2018年
十大重点工程工作。 取得如此突
出成绩， 他得到了区领导和社会
的一致好评。 他就是密云区重点
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陈孝如。

骑着自行车干“创卫”
牵头解决千余城市问题

国家卫生城市是由全国爱卫
会评选命名的国家级卫生优秀城
市,是城市卫生工作的最高荣誉，
是一个城市综合实力 、 发展水
平、 城市品位、 文明程度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集中体现。 面对组织
的安排和领导的信任， 有着38年
党龄的陈孝如， 没有推脱拒绝，
从密云区城管委工作岗位调到区
重点项目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
室， 担当起密云区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的重任。

创卫工作涉及爱国卫生组织
管理、 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 市
容环境卫生、 环境保护、 重点场
所卫生 、 食品和生活饮用水安
全、 公共卫生与医疗服务及病媒
生物预防控制8大类、 184项具体
内容， 考核指标多， 涉及方方面
面， 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面对重
任和困难， 陈孝如主动担当、 积
极作为。

凭着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和
超强的组织协调能力， 工作中，
陈孝如对照参考指标， 协调卫计
委、 食药、 工商等数十个政府职
能部门和部分属地镇政府、 街道
办事处， 按着葫芦抠籽， 一项一
项抓落实。 研究制定了 《密云区
创建国家卫生区实施方案》， 并

建立工作例会制度， 及时通报工
作进展情况， 研究解决创卫工作
中的困难和问题。

经过一段时间的协调与推
进， 密云区城市精细化管理成效
显著， 全面清退了环境脏乱、 隐
患突出的废品回收市场， 大力整
治了建材市场、 华远市场、 沙河
早市等地区的经营秩序， 集中治
理了富民街、 果园北街等重点街
区的环境秩序， 有效解决了影响
城乡环境的痼疾顽症， 解决创卫
问题点位1000余个， 全区环境质
量得到明显改善， 城乡面貌焕然
一新。

值得一提的是， 创卫暗查和
明察集中在7月至9月， 正是酷暑
天气， 陈孝如身先士卒， 每天骑
着自行车穿梭于背街小巷 、 市
场、 老旧小区、 城中村及城乡结
合部等地区检查指导工作 。 每
天， 陈孝如前胸后背的衣服被汗
水湿透了 。 同事劝他 ： “坐车
吧， 别热坏了身体。” 陈孝如笑
着说 ， “我骑车能看得更加细

致， 进街巷胡同方便灵活， 还能
随时当好创卫宣传员， 不仅环保
而且还锻炼了身体啊。” 就这样，
陈孝如骑着自行车走遍了密云城
区的每一个角落， 实实在在地解
决了老百姓关心的环境问题以及
关注的切身利益问题， 使老百姓
真实感受到了幸福感、 获得感。
最终密云区高标准通过国家验
收， 得到了国家及市级专家的高
度评价， 市民纷纷点赞。

推进重点项目实施
只为圆百姓的安居梦

密云区十大重点工程涉及密
云的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 民生
等多个方面， 作为重点项目协调
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 陈孝如深知责任重大， 各项
工程能不能按时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 不仅关系到人民的福祉， 而
且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 “凡事
预则立”， 为抓好这项工作， 陈
孝如主动谋划， 集思广益， 慢慢

摸索出了以倒排工期、 跟踪督查
为特点的重大项目协调推进工作
机制。 他集中精力投入到推进工
作中去， 哪里工作难、 问题多，
哪里就有陈孝如的身影。

就拿备受瞩目的穆家峪镇新
农村刘林池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
来说， 该项目涉及两村2011户住
宅被拆迁， 是解决老百姓安居的
重大民生工程。 在区委区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 在各责任部门的共
同努力及重大项目办的主力推进
下， 该项目自2018年10月9日正
式启动住宅预签约工作， 整体签
约比例达到98.65%， 住宅交房率
超过了98%， 目前住宅拆迁补偿
审核、 补偿款发放工作已接近尾
声， 房屋拆除、 相关手续办理、
非住宅签约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
开展。 E地块回迁安置房已开工
建设。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该棚户
区改造项目推进速度让人惊叹。
这离不开每一位投身于该项目工
作的党员干部和相关人员的努力

与辛勤付出。 那段时间， 陈孝如
为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他每天都
有打不完的电话、 沟通不完的事
情， 因为心里装着老百姓的 “安
居梦”， 他不敢有丝毫懈怠， 一
步一个脚印， 紧盯每一项重点工
作， 他深知只有创新工作方式，
不断提高效率， 才能让这份 “安
居梦” 实现得再快一点。

同样作为十大重点建设项目
之一的白河城市森林公园建设项
目， 也算得上陈孝如推进工作的
一项重要成就之一。

现如今， 在已于10月1日开
门迎客的白河城市森林公园里，
我们可以看到那里青山掩映， 绿
水兴波。 75亩的人工湖与白河水
系相通， 沿着木栈道登上山顶的
观景平台， 园区内栽植着杨树、
槐树、 榆树、 枫树等本地树种，
点缀以月季、 金丝菊、 鼠尾草等
五颜六色的鲜花。 “泓湖秋色”
“白水云湾” “锦绣花谷” 等景
观穿插其中， 这里已经成为市民
游览、 观景、 度假、 健身、 休闲
于一体的活动空间。

而让人惊喜的是， 作为密云
首个城市森林公园 ， 该项目自
2018年11月1日开工以来 ， 历时
11个月就建成了一个占地120公
顷的森林公园。 该工程从设计到
施工， 再到最后开园， 陈孝如多
次牵头协调相关单位， 扎实推进
工程建设 ， 事事精心 ， 毫不怠
慢， 这才让这个环境优美的城市
公园， 以最美的姿态、 最快的速
度， 呈现在老百姓眼前。

陈孝如说： “人民福祉就是
党员干部的工作追求 。 在推进
重大项目建设过程中， 再多的辛
苦和劳累都是值得的 ， 无论是
崭 新的家园 ， 还 是 优 美 的 公
园 ， 换来的是老百姓的一张张
笑脸 。 ” 这便是一名共 产党员
的初心和使命， 他在平凡的岗位
上向人民群众交出了最令人满意
的答卷。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王东坡 文/摄

李红波：从农民工到焊接冠军

焊枪钢筋轻轻触碰， 点点火
花四处飞溅……在近期举办的
2019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
化建设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北京
赛区) 上， 农民工焊工李红波夺
得第一名， 成了全场的焦点。

李红波今年44岁， 来自中建
二 局 安 装 公 司 ， 是 个 地 地 道
道 的 农民工 。 从22岁那年拿起
焊枪， 他已经与电火弧光打了22
年交道。

“开始接触焊接技术时， 我
就是一个农民。 最初， 每当听师
傅讲焊接的专业术语时， 我都感
觉像是在听天书。” 李红波养成
了随手记笔记的习惯， 许多名词
或者零部件， 老师傅只要讲上一

次， 甚至是随口提上一次， 他都
马上掏出小本记下来。

凭着这认真劲儿， 李红波很
快取得了焊工初级、 中级、 高级

证书， 熟练掌握了二氧化碳保护
焊、 氩弧焊、 气焊等焊接方法及
多种材料焊接技术。

2013年， 上海迪士尼主题公
园宝藏湾钢结构紧张制作， 美方
业主对构件焊接质量要求极高 。
然而施工范围狭窄导致弧形构件
焊接只能靠仰视才能完成， 工人
们一不小心就会被焊花烫伤。 李
红波见状把 “三防布 ” 衣服套
在头上， 将上方扎紧， 再剪出一
个仅能让面部露出的头套， 将脖
子和头部围得严严实实， 解决了
仰焊作业焊花伤人的问题。

自此， 李红波迷上了工艺改
进与创新。 2017年， 红沿河核电
站钢结构制作如火如荼， 单个防
甩击钢梁， 长17米、 高6米、 重
90余吨。 因为作业空间限制， 在
钢梁焊接中存在着大量的盲点和
死角 ， 对焊接质量构成潜在影
响。 李红波白天反复练习， 晚上

就闷在职工书屋中查找资料， 利
用镜子的反射成像原理进行焊
接， 再也不怕狭窄空间了。 班组
兄弟们按照这个办法， 功效一下
子就提上去了。 该方法立即在全
公司范围内进行推广， 一举解决
了很多项目现场空间不足导致的
焊接难题。

2019年3月 ， 北京环球影城
主题公园施工中， 李红波对原有
生产工艺作了改进， 最后钢构件
全部通过检测。

2019年5月 ， 全国首个 “产
业工人学习社区” 落地中建二局
制造基地， 为李红波和他的焊工
兄弟们打通了 “线上+线下双向
链接” 的学习通道， 促进他们从
农民工向新时代产业工人转变 。
大国工匠高凤林开班收徒， 李红
波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获得了更
多学习和进步的机会。

除了继续钻研业务， 李红波

还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 那就
是 “关心下一代”。 2018年5月，
中建集团精准扶贫甘肃康乐县，
成立了 “中建康乐焊工技能培训
班 ” ， 李 红 波 就 当 起 了 老 师 ，
“好技术需要分享， 需要更多人
掌握”。 为培养焊接人才， 他为
徒弟耐心讲解， 手把手教授动作
要领， 毫无保留地传授技术。 近
年来， 李红波与其他老师协作共
完成了10批焊工培训工作， 累积
向钢结构制造厂输送近100名焊
工， 其中有20多人已成为制造厂
的骨干力量。

焊花飞溅、 弧光闪闪， 李红
波与焊花相伴20多年， 也获得了
各种荣誉： 16项技术标兵、 5项
京津冀片区焊接赛事奖项。 他从
农民工成长为了焊接冠军， 兄弟
们对他很是钦佩。

“农民工也要懂技术， 技术
好就不会被淘汰。” 李红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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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辉煌煌中中国国 奋奋斗斗有有我我

———记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陈孝如
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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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崭新家园换来百姓张张笑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