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被读者需要，我们的辛苦就有意义”
□通讯员 赵玉梅

北京邮政报刊零售人疫情下坚守确保党报党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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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线的报道

□本报记者 赵思远

燃气集团职工疫情防控期全力保障首都市民用气安全

“燃”起希望的“守夜人”

“他们在疫情防控现场，
我们为他们修战斗堡垒”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市政路桥市政集团四公司46小时抢通生命线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
任。”疫情期间，为了保障首都市
民的用气安全， 首都燃气人在疫
情面前， 坚持为用户提供全天候
暖心服务，始终在做坚定的“守夜
人”和“逆行者”。

防疫关头上门维修
帮用户跑腿办手续
“您好， 这里是北京燃气集

团， 有什么可以帮您？”“您好！我
家停气了，做不了饭了，真着急。”
大年初二， 燃气集团五分公司科
学园燃气服务中心职工吴静宇接
到用户报修， 他第一时间安抚用
户：“您放心，我们马上就出发，保
证在午饭前修好。”

吴静宇戴起防护口罩奋力赶
路。“您好！ 我是北京燃气集团的
职工，我已做好防护措施，请您放
心。” 用户看到职工有些激动地
说：“没想到北京燃气集团响应这
么迅速，还这么专业，看见你我就
踏实多了。”

经过检查， 吴静宇确定无气
原因是燃气表损坏， 迅速开始换
表。他对用户说：“您家是IC卡表，
坏的燃气表已经换成新表， 但是
还需要匹配新燃气卡， 补卡需要
在我们的燃气服务中心办理，手
续我去帮您办。”说罢吴静宇立马
返回燃气服务中心， 在补卡的时
候，他不忘换上新口罩。

再次回到用户家中， 吴静宇
帮助用户做好补卡充值的业务
后，向用户道别。“特殊时期，您为
我们提供专业迅速的服务， 太暖
心了。”用户感动地说。

大年初一火速上门
帮高龄老人解决购气难
“您好，我是北京燃气集团二

分公司职工……” 一阵敲门声在
大年初一夜晚响起。 开门的是一
位老人， 看到职工张圣慧身穿工
作服，戴着口罩，老人激动地说：
“这个节骨眼儿， 你们上门服务，
真是及时雨。”

事情要从燃气集团二分公司
八里庄北里燃气服务中心接到的
一张来自96777燃气服务热线的
报修工单说起。1月25日， 正月初
一19点30分， 朝阳区八里庄南里
某用户称急需购买燃气， 家中只

有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 服务中
心站长立即派安全员张圣慧做好
安全防护措施， 第一时间上门服
务。进门后，他首先对老人家中的
燃气灶具、 管线及燃气表进行了
检测， 确认是因为燃气表无字而
导致停气， 排除了安全隐患。“大
爷，既然您不方便出门，您把燃气
卡给我，我来帮您购买燃气。”

老人听后， 连声道谢：“小伙
子，你是北京燃气集团的职工，我
当然相信你。”说完，老人就把燃
气卡和购气的钱交到张圣慧的手
上。 当张圣慧把充好的燃气卡插
到燃气表上， 老人的脸上露出了
安心的笑容。

燃气安全事事攸关
过节离家的逆行燃气人

“我去上班了， 这段时间你
受累照顾家里了 ！” “你放心 ，
家中有我和妈妈照顾宝宝， 你安
心去值守 ， 我们在家等你 ‘凯
旋’！” 妻子的话中透着坚定， 给
了王小飞极大的支持 。 大年初
一， 天还没有大亮， 北京燃气集
团一分公司职工王小飞摸摸还不
到半岁的孩子的小脸， 坚定地踏
上了去班组的路程。

为了确保首都核心区燃气管
网安全稳定供应万无一失， 一分
公司运维工程所三个运维班组职
工勇于担当，坚持在岗值守，对辖
区燃气设施进行检查、维护，保证
每一米管线、每一座闸井、每一台
调压器正常运转。“一定要做好春
节期间燃气服务保障， 特别是咱
们运行的重点地区、 市属公园和
重点商业区。在特殊时期，我们能

做的就是保障用户在家中踏踏实
实地用上安全气， 吃上热乎饭。”
王小飞说。

戴紧口罩，拿起激光检测仪，
王小飞步伐稳健， 目光坚定地盯
着仪器上的数值，“今年是我的孩
子度过人生中的第一个春节，我
会用实际行动告诉孩子什么叫担
当。特别是春节服务保障期间，党
员就得担得起责任、挑得起重担。
有我们在， 用户就可以放心在家
用气了。”

多措并举安全第一
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为保障春节期间燃气安全平

稳运营，北京燃气集团依托SCA鄄
DA监控系统对全市调压站、箱进
行24小时监控， 做好统筹部署工
作。 调度大屏幕上， 数据密密麻
麻、不断滚动着，但是职工格外专
注，紧盯着每一处数据的变动。面
对“非常”情况，各单位更是紧急
制定完备应急预案，上下联动，实
时监控，保障平稳供气。

每日清晨， 在燃气服务中心
的值守职工都会提前到岗， 清扫
地面、擦拭灶具，用近乎苛刻的要
求做好防护工作， 用专业和热情
等待每一位用户的到来。此外，在
岗职工在特殊时期，加强“接诉即
办”工作，不分昼夜，第一时间响
应用户需求，为用户答疑解难。

在加强安全防控及用户服务
的同时， 北京燃气集团各单位职
工也按照计划进行加密巡检，每
日排查调压站、 箱及管线等燃气
设备设施的安全隐患， 默默无闻
地保障着首都平稳供气。

1月31日大年初七 ， 上午10
点多， 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来到
位于丰台区方庄物美商场前的邮
政报刊亭 ， 想买 《参考消息 》。
当得知报刊亭经营人员说报纸都
卖完时， 老人非常失望， 不停地
说应该早些过来买。 附近的报刊
零售批销中心管理员李春梅得知
这一情况， 马上骑车把报纸给送
了过来。 接过报纸， 老人感动地
说： “我今年70多岁了， 身体不
好， 但每天坚持看报纸， 非常感
谢你们。”

李春梅是北京市报刊零售公
司所属零售批销中心的一名管理
员， 负责管理方庄、 南苑地区的
报刊亭。 她和配送员赵师傅从年
三十到现在， 一天都没休息。 每
天不到7点 ， 赵师傅去取报纸 ，

春梅在中心处理业务。 春梅说，
像给老顾客送报纸的事儿不是头
一回了。 春节期间， 有些报刊亭
的老顾客没买到 《人民日报 》
《北京日报》 《参考消息》 等报
纸时， 报刊亭经营人员就告诉他
们春梅的电话， 春梅总会想办法
解决。 问起工作辛苦不， 春梅笑
着说， “哪儿有不辛苦的工作，
去年春节我们也没休息。 但是，
能被读者群众需要， 我们的辛苦
就有意义。”

据了解， 疫情之下的这个春
节， 像春梅一样的北京邮政报刊
零售人不惧危险、 坚守岗位， 真
心为读者服务， 确保党报党刊销
售， 及时向群众传递党的声音，
赢得各方面赞誉。 图为李春梅专
程为老人送来报纸。

17年前， 七天七夜抢建小汤
山医院；17年后，临危受命，再战
小汤山！

“3天3夜，建成350米的院区
应急道路，打通一条生命通道。”1
月24日中午， 北京市政路桥市政
集团四公司接到上级命令， 参建
小汤山医院重建项目。 龙奇峰被
任命为项目经理， 他立即赶往小
汤山参加现场会， 部署安排小汤
山医院重建院区应急道路。 从南
六环外的天宫院， 龙奇峰饭也顾
不上吃， 立即赶往北六环外的小
汤山。

而现场施工负责人李立远吃
饭吃到一半， 接到通知， 放下筷
子，就从平谷的家中出发，驱车来
到小汤山。

下午三点， 已经从各个项目
回到家中准备过年的职工， 集结
小汤山，现场会、分配任务……投
入后方战场。

打电话联系人员、 车辆、物
料、设备……整个下午，龙奇峰的
手机就没有离开耳朵，接、打、被
拒绝、想办法，平时储备的各种资
源，此时成了最有力的后盾。

“我们派车接就近的工人回
京施工，当时出发，用最快的速度
保证人员到位 。”20多名施工人
员，在大年三十被接到小汤山。

与此同时，工人就位前，管理
人员自己上手放线、测量、平整场
地，抓紧一切时间。来多少人、多
少人上场。

傍晚时分，人员、设备、物料
集结完毕，即刻开工。

小汤山疗养院原本只有东、
西、南三个门，考虑施工需要和居
民生活，根据院方要求，项目部新
开一个北门， 加速道路修建。拆
墙、调度、巡察、协调……管理人
员带着施工人员一起干。 大年三
十，万家灯火时，龙奇峰和同事们
在施工现场度过了大年夜。

早先， 龙奇峰答应平时没时
间陪的儿子，过春节带他去玩儿。
但疫情越来越严重， 原本准备回
湖南老家的他跟妻儿留在北京。

“原地待命就是最大的责任”，他
和同事们响应号召，留在北京。

“这不是一个工程项目，这是
一场战役，必须咬牙盯住！”龙奇
峰这样跟大家说。

“四九 ”的夜里 ，气温逼近－
10℃，数台重型机械呼啸驶过。

李立远搓了搓已经冻僵的双
手，继续盯现场。36岁本命年这个
年，没在家过，在战场。

争分夺秒，任务紧急，材料短
缺也有灵活的应对方法， 春节餐
桌上的“饺子粉”成了这条生命通
道的“生命线”。现场条件艰苦，普
通的家庭照明电源成了奢望，自
备“长明灯”，挑灯夜战小汤山。

“现场就是会议室，路床就是
会议桌”，工程开工伊始，市政路
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军，党
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李建军等有
关领导扎根现场，靠前指挥，并为
大家送去慰问和关怀。

同时， 工程建设得到了市政
路桥集团兄弟单位的有力支援，
养护集团急调专业队伍配合开展
道路摊铺、划线，建材集团急调沥
青料1000吨， 都市绿源公司急调
水稳2300吨，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工程得以加速推进。

46小时昼夜鏖战，350米长的
院区应急道路正式完工， 工程用
时比原计划提前26个小时， 道路
标准也比上级要求更高。

“其他单位可以进场施工
了。”龙奇峰松了口气。

一项任务结束， 另一项任务
接踵而至。 平整非典时的隔离病
房。早上6点多到现场，晚上十一
二点收工，累了在车上休息，吃饭
都在路边。根据施工要求不同，现
场的管理人员由最初的七八个，
增加到了二十多个。

2月2日一场小雪， 工人用岩
棉被将刚刚做好水稳的地面覆盖
起来进行保温，以确保地面坚固。

“现在就是原地待命，等物资
和图纸，随时可以开工。”龙奇峰
说，“医生、 护士战斗在抗病毒战
场，我们给他们修战斗的堡垒。”

便利蜂15000份爱心餐送环卫工
“吃到新鲜的牛奶和面包，太

暖心了。” 2月3日，环卫一队清华
园保洁点的师傅刚刚下了早班 ，
就有一群特殊的人等着他们的到
来。 这是来自便利蜂的一份爱心
餐，有牛奶，有面包，把温暖和问
候送给那些连日来奋战在防疫一
线、 来不及喝水和吃饭的环卫工
人们。

据了解，疫情发生后，爱心企

业便利蜂积极响应， 主动联系北
京市温暖基金会 “时传祥环卫工
人专项基金”项目组，为坚守在抗
疫一线的环卫工人提供15000份
的爱心早餐。自2月3日起，便利蜂
将连续10天为朝阳、 海淀两个区
1000多名坚守一线抗疫的环卫工
人提供面包牛奶爱心早餐，用“小
小” 的善举来传递对这些守护城
市环境卫生的卫士的敬意。

□本报记者 余翠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