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劳模， 在新冠肺炎疫
情面前 ， 就该发挥引领带动作
用。” 北京市劳动模范、 戎威远
保安公司董事长吕剑感慨地对记
者说。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
任。 在吕剑带领下， 戎威远保安
公司立刻成立防疫指挥小组， 严
格落实项目经理带班值班制度，
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实行每日身体检查测温制度， 如
有发烧或经医院确诊的人员， 及
时 进 行 统 计 并 报 告 公 司 和 属
地 派 出所 ； 对保安员宿舍的环
境卫生进行彻底整治， 保持宿舍
通风整洁 ， 对宿舍每天进行消
毒； 各项目部为保安员配备相关
的防护性用品， 为保安驻勤点配
备体温表、 口罩、 消毒液、 药品
等防护用品， 增强保安员自身防
护能力。

“疫情在前， 我们的保安员
纷纷站出来： 疫情不退我不退！
并纷纷送上请战书， 要求到最需
要的地方去……在防控疫情的最
前线， 我们公司的领导24小时带
队值班， 保证队员反映的问题第

一时间给予答复； 保证队员的困
难第一时间予以解决……” 吕剑
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 戎威远集团参与
日常社会面防控保安员有1万余
人。 参与医疗救治点、 隔离观察
点巡守人员500余人， 参与社区、
乡村巡守人员2700多人， 参与防
疫检查站、 治安卡点、 临时执勤
点查控工作人员1300余人。 戎威
远自行购买口罩5万只、 手套1万
副、 消毒液7000瓶， 在人力物力
上全力投入疫情阻击战。

此外， 吕剑还非常关注湖北
地区的疫情 ， 积极带头捐款捐
物， 他向北京光彩公益基金会捐
款10万元； 向北京市温暖基金捐
款10万元； 为聊城市公安局、 聊
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等单位捐
献360桶医用酒精 、 360箱方便
面、 200箱火腿肠、 2500个口罩、
100桶消毒液 、 2000副手套 ， 共
计10万元物资……后续捐赠还在
持续。

期间， 戎威远保安公司广大
保安员也踊跃参与了捐物 、 捐
款 。 截 至 2月 9日 ， 戎 威 远 保

安公司为抗击疫情捐款 、 捐物
共计91万余元。

“关键时刻， 我们戎威远保
安站得出来、 冲得上去， 以实际
行动践行我们戎威远保安人对社
会的责任与担当！” 吕剑激动地
告诉记者。

正月初十， 随着一声清脆的
啼哭， 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10
号线慈寿寺站区车道沟站乙班值
班站长孙琪 “升级 ” 成为了爸
爸， 迈上了人生新的阶段。 此时
正是疫情防疫的关键时期， 十几
天来， 孙琪一直带领着他的班组
成员战斗在防疫最前线， 始终没
有顾得上自己待产的妻子。

“这次疫情爆发得很突然，
我们的岗位在防疫最前线， 一定
要很好的完成防疫工作， 保障乘
客和咱们自身的安全！” 防疫战
打响的第一天， 孙琪在班前会上
语气坚定地说。

疫情爆发后， 北京市第一时
间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做好防疫
自身防护， 营造安全乘车环境。
每个工作日的早上， 孙琪都戴着

口罩， 手里拿着红外测温计和一
个装满消毒水的喷壶上岗。 他为
车站职工和外围保障人员进行上
岗前体温测量， 认真地记录每个
人的体温。 在检查职工上岗是否
戴好防护口罩及手套时， 还认真
地为大家讲解口罩的正确佩戴方
式和注意事项。

为了给乘客营造安全的乘车
环境， 根据部署， 孙琪组织全站
工作人员对公共区域每天定时消
毒5次， 对于经常触碰位置每小
时消毒1次， 安检设备每小时擦
拭并消毒1次 ， 自助售票设备 、
检票设备每小时擦拭并消毒1次，
车站售票室每天分时段消毒5次
…… “在疫情面前， 无论是乘客
的安全， 还是车站工作人员的安
全， 都不得出现任何闪失。”

科学防护， 避免恐慌， 传播
正能量。 1月26日孙琪正在上夜
班， 一个紧急的电话使他精神立
刻紧绷起来， 原来是军博派出所
接到乘客报警， 称有一名乘客在
车厢内疑似恶意传播病毒， 要求
车站核实情况。 而这辆列车终点
站正是车道沟站， 孙琪立刻到达
综控室通知全站人员做好迎战准
备。 当列车将要进站时大家异常
的寂静， 精神紧绷起来非常紧张
和不安， 孙琪鼓励大家： “做好
科学的防护， 严格按照预案中的
流程办理， 一定没有问题！” 大
家最终克服了恐惧， 完成了此次
与病毒正面交锋的任务， 在今后
的防疫工作中给大家坚定了信
念， 战胜了恐惧。

最暖心的是乘客们的鼓励与
支持。 “一定要戴好口罩， 保护
好自己。” 一位乘客对正在为车
站 消 毒 的 孙 琪 说 。 简 单 的 话
语 让 他感到非常温暖 。 “地铁
作为公共交通工具， 每天面对庞
大的流动客流， 防疫工作严峻，
乘客对地铁防疫工作的认可， 就
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
孙琪说。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
任！ 孙琪表示， 在今后重大活动
的保障中， 也要将此次疫情防控
工作带来的宝贵经验纳入班组的
管理中， 把班组建设得更规范、
更有战斗力。 正是像孙琪一样战
斗在防疫最前线的每一名地铁职
工， 每天为乘客出行安全保驾护
航， 让乘客安心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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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一线的报道

战“疫”一线的北京劳模力量
□本报记者 白莹 余翠平 周美玉

一个是党的十九大代表、 全
国劳动模范，一个是“最美路姐”、
北京市劳动模范， 在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来临的时候，
她们同时放弃了自己和家人团聚
的机会， 率先垂范， 重返岗位，
当起了疫情防控的宣传员， 一线
员工的知心人， 俨如一对盛开在
防疫高速路上的姊妹花。

防控疫情战役打响后， 身为
全国劳动模范、 首发集团京沈分
公司 “秋子服务” 品牌带头人的
方秋子第一时间在官方媒介搜寻
新型冠状病毒防控知识， 动员秋
子岗骨干员工加强对一线疫情防
控知识的教育和普及， 身体力行
进行科学宣教， 引导广大员工严
格遵守防控举措。 “防控疫情要
做好， 大家重视最重要。 没事儿
尽量少外出， 外出必须戴口罩。
一日三餐不能少， 京沈员工要吃
好……” 方秋子结合高速行业特
点连夜编制了防疫顺口溜， 在员
工中广为流传。 制作公众号 《加
油！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为大家加油打气， 引导员工不信
谣不传谣不造谣不恐慌， 营造团
结一心共渡难关的工作氛围。

作为员工的大姐姐， 她主动
请缨， 岗前带领大家在岗亭示范
消毒清洁 、 佩戴防护口罩及手
套， 岗后聊天谈心消除员工紧张
情绪。 同时， 方秋子还主动查询
掌握收费所内员工家庭情况， 对
于有困难员工逐个电话询问记录
情况， 积极协调解决实际困难，
让员工在参与防疫工作中没有后
顾之忧。 在她的带动和关心下，
所内全体员工无条件支持封闭式
集中管理， 坚定了打赢防疫战的
决心和信心。

身为一名党员 ， 她动员号
召、 勇挑重担。 一方有难、 八方
支援 ， 在集团团委 “支援武汉
奉献爱心 ” 活动中 ， 她多方动
员， 号召青年员工积极参与， 共
收到善款八万余元。 从年三十儿
开始连续五天， 她坚守岗位不打
烊， 志愿者服务台、 收费岗亭、

驻地消毒、 物资发放……各个保
障防疫主战场都能看到她带领党
员同志忙碌的身影， 在防疫初期
打下坚实工作基础。

作为一名经历过2003年非典
的老员工， 北京市劳动模范、 首
发集团八达岭分公司马坊收费所
收费班长田迎深知收费站对于疫
情防控的重要性。 她告诉身边的
同事说： “非典虽然已经过去17
年， 但当时抗击非典的情景还历
历在目， 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护，
因为我们每天接触那么多车户，
要对自己负责、 对社会负责， 不
能让病毒在收费站传播。”

在收费时， 她将每张CPC卡
都认真用蘸有84消毒液的抹布擦
拭一遍。 为身边的同事传播防疫
知识，带领同事做到科学防控，不
恐慌。每当救护车辆、鲜活农产品
车辆通过后， 她都会带领负责人
将车道进行消杀。疫情防控期间，
每天上班都要戴上口罩， 虽然口
罩遮住了她的微笑， 但是她通过
点头致意和亲切的目光交流，表
达出她对客户的尊敬。 虽然口罩
能够隔开病毒的传播， 但是隔不
开她对客户服务的真诚和热心。

2003年， 非典医院就建在小
汤山， 因为这次的疫情， 小汤山
医院又开始修缮施工。 马坊收费
站是去往小汤山医院的唯一出
口， 为了保障运送防疫物资和转
运病人车辆， 马坊所准备设置防
疫车辆绿色通道。 田迎得知消息
后， 主动向领导请示， 要去马坊
疫情防控专用车道盯守。 她说：
“我经历过2003年非典时期的保
障， 有着丰富的保障经验， 而且
是一名共产党员 ， 又是一名劳
模， 我不会忘记自己在入党时的
初心和誓言， 不能辜负单位这么
多年对我的培养， 现在正是我回
报的时候， 请您批准。”

病毒无情， 人有大爱。 在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 无论是方
秋子还是田迎， 她们和同事一道
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
员的初心和使命。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在中央、 市委和全国总工会的统一领导下，
北京市总工会第一时间号召广大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发扬先锋模范作用， 团结一心， 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
击战。 全市各行各业的劳模和先进人物积极响应， 用实际行动汇聚起抗疫合力， 冲锋在前， 战斗在前， 用
行动诠释了劳模的责任和担当， 让 “劳模精神” 的旗帜在这场特殊的战场上高高飘扬。

全国劳动模范方秋子、北京市劳动模范田迎：

防疫高速路上的姊妹花

北京市劳动模范吕剑：

在人力物力上全力投入疫情阻击战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孙琪：

妻子待产 他却坚守在防疫最前线

方方秋秋子子田田迎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