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闫长禄 通讯员 葛建兵/文 陈艺/摄

0077战战疫疫情情
本版编辑 白莹│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刘芳│２０20年 3月 25日·星期三

关注

“硬核”抗疫中的劳模担当

为做好境外输入人员疫情防
控工作， 3月16日， 小汤山医院
正式启用。 从启动修缮到交付使
用 “小汤山速度” 再次显现， 这
背后是无数施工人员的辛勤付
出。 近日， 记者采访了在这场战
“疫” 中与时间赛跑的 “电梯医
生 ” ———陶建伟 ， 近距离感受
“工匠精神”。

2月14日， 北京下了一场暴
风雪， 气温骤降。 在北京小汤山
医院改造工地上， 大型施工设备
发出隆隆机鸣声， 数十台吊车伸
展着铁臂不停地作业， 上千名工
人正在全速施工。 “安全带挂钩
一定要旋紧！” 在工地一隅， 陶
建伟扯着嗓子与正在进行电梯导
轨安装的工人们交代着高空作业
注意事项， 并一再叮嘱施工队长
要做到进度、 质量、 安全 “三保
证”。 当天的气温越来越低， 空
中飘着鹅毛大的雪片， 刚落地就
被来往的运输车辆和工人匆忙的
脚步碾在土里 ， 变成黄色的泥
水。 陶建伟裹紧了工服， 夹着平
板电脑、 趟着泥水又接着赶往工
地上的设计院。 “我穿得多， 厚
秋裤、 三保暖再加一层毛裤， 我
是有备而来。” 他对同事们说。

陶建伟是北京市劳动模范、
北京建工安装集团时代电梯公司
主任工程师、 国家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科技带头人。 大年初二， 陶
建伟接到集团下达的参战命令，
他二话没说， 拉着妻子早已为他
收拾好的行李箱， 立即赶往施工
现场。 在如此关键时刻， 时代电
梯公司迅速反应， 党总支书记张
全乐、 总经理姚臣、 经营经理李
璋玉和总工陶建伟第一时间成立
了现场电梯指挥部， 他们要在最
短的时间内， 完成5台大载重医
用电梯的安装和调试运行任务。

作为现场技术负责人的陶建
伟， 一到工地， 他马上对接驻场
设计院落实电梯图纸， 并结合现
场施工实际情况， 进行图纸交底
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 他反复沟
通设计院、 电梯厂家， 穿梭在每

部电梯井道之间。 一天下来， 至
少也得走两万步。 由于长时间在
外面作业， 手上已冻裂了四五条
口子。 就是这样一双手， 他将图
纸中的每一个数值都精确标注到
了毫米。 为了做到零误差， 光图
纸前后就已经深化修改了四版。

第一天完成电梯图纸交底，
第二天完成订货排产， 第三天完
成电梯起运发货， 不分昼夜 ， 3
天完成了以往需要30天才能完成
的工作量。 歇人不歇工， 时代电
梯公司团队24小时连续施工。 2
月9日， 第一部电梯顺利通过验
收， 比指挥部下达的完成时间整
整提前了6天， 为其他专业打开
了快速运输通道。 “我们苦点累
点没事， 这样能为后面的工序争
取更多的保障时间。” 陶建伟说。

“除了吃药， 一天下来很少
喝水， 跑厕所耽误时间。” 陶建
伟说。 2013年， 陶建伟参建了当
时北京市最大的保障房项目， 为
了能让百姓早日用上电梯， 吃住
全在工地上， 由于过度劳累， 突
发心梗。 现在， 他的背包里总是
天天装着速效救心丸、 硝酸甘油
等救命药。

心梗患者其实最怕劳累， 可
是小汤山医院的工期十万火急，
每个专业都在与时间赛跑， 陶建
伟也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了。 因为
怕年迈的父母为自己担心， 在建
设时期， 陶建伟一直没敢告诉他
们自己在小汤山医院工地一线。
妻子也担心他， 每天晚上在吃饭
的时候， 两人都会视频一会儿。
“由于晚上吃饭时间没谱， 九点
十点吃晚饭也是常态， 每次拿到
盒饭都狼吞虎咽， 她就给我起了
个外号叫 ‘吃播’， 说看我吃饭
特别香。” 陶建伟幽默地自嘲。

2月18日， 北安时代电梯公
司团队已经按照时间节点完成了
电梯安装与快车调试工作， 为小
汤山医院按时完工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只要能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做一点事， 我觉得再苦再
累都值得。”

“电梯医生”
驰援小汤山医院

北京市劳动模范陶建伟：

长途站巾帼“007” 守一方平安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聪颖：

遇到患有抑郁症、 离家出走
的乘客， 她帮忙买票； 遇到缺钱
的女乘客， 她帮忙联系旅馆； 对
租住在汽车站公寓的租客， 她监
督测温工作……她就是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 北京市公安局
公交总队民警王聪颖。 赵公口长
途汽车站位于北京市丰台区， 是
重要交通枢纽之一。 作为北京市
公安局公交总队石榴庄站派出所
赵公口客运站的驻站民警， 她在
这里已经12年了。 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王聪颖用实
际行动守护一方天地。

疫情发生之时恰逢春运， 赵
公口每日客流过万， 且车站每天
都有往返武汉的线路， 这使得王
聪颖立刻绷紧了心里的弦。 作为
人流密集场所， 一旦出现病毒携
带者， 后果将难以想象。 王聪颖
立即协调车站制定了相关措施，
一是对所有湖北线路乘客身份信
息和活动轨迹进行详细登记； 二
是密切关注车站工作人员和站内
乘客身体健康状况； 三是按照卫
生防疫部门发布的个人防护措
施， 提示往来乘客出行期间勤洗
手、 戴口罩、 不聚集。

1月23日， 是腊月二十九，在
站内巡逻过程中， 一名年轻男乘
客引起了王聪颖的关注。 见眼前
这个小伙子趿拉着鞋， 脚跟冻得
通红，脸色蜡黄，无精打采，在站

内左顾右盼， 不像
是 着 急 赶 车 的 样
子， 王聪颖便上前
询问。起初，小伙子
沉默不语， 不愿交
流， 王聪颖便给他
端来热水， 又买来
面包、 火腿肠和方
便面塞到他手中 ，
逐渐打消了他的顾
虑。 联系到其在河
北保定的家人 ，她
得知，原来，这位年
轻人因工作问题患上了抑郁症 ，
离家出走已有数日， 身上没带
多少钱，家里也在急着找他。了解
情况后， 王聪颖为其购买了车
票 ，并叮嘱其家人按时接站，帮
助小伙子平安回家。

当晚8点半， 车站发完最后
一班车后， 一名来北京找工作的
女乘客因没有买上车票， 在候车
大厅不愿离开。 王聪颖与其沟通
后， 女乘客才说， 自己身上带的
钱已不过百元， 准备买票， 没有
多余的钱在外面住旅馆了。 了解
情况后， 王聪颖告诉乘客， 按照
规章管理制度， 车站清场后不准
乘客逗留。 寒冬时节， 为了不让
这位乘客在外受冻， 王聪颖便联
系了站旁旅馆， 帮其付清住宿费
安顿下来， 叮嘱她第二天一早便
有返回其山东老家的车次。

为严格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1月24日， 赵公口长途汽车站暂
停运营， 采取了封站管控措施。
然而， 租住在站内司乘公寓的住
户， 有的家在外地无法返乡， 有
的春节期间需要加班工作， 致使
公寓滞留了63名 “特殊旅客 ”，
他们大部分每天都要外出工作。
王聪颖在细致摸排掌握住户信息
的基础上， 与公寓服务台的值班
员一起每日坚持做好进出人员体
温监测和信息登记。

为确保车站工作人员和司乘
公寓住户安全， 王聪颖已经连续
多天没有回家， “三八” 节前 ，
女儿通过快递送来了鲜花。 王聪
颖说： “疫情当前， 工作中虽然
有一定的风险， 但想想那些在武
汉一线坚持的白衣战士， 自己做
的事情算不了什么。”

“没想到北京这边安排这么
周到 ， 我回头抓紧多来送几趟
菜。”从安徽拉玉米进京的货车司
机徐其兵感动地说。 为保证北京
市场供应， 每天都有大量像徐其
兵一样运输农产品的货车司机，
滞留在位于丰台花乡的新发地村
进行隔离。让司机们没想到的是，
村党委不仅安排市场紧急征用宾
馆为他们安排住处， 住宿费用市
场还承担一半， 减轻了司机们负
担， 更大大提高了他们参与保证
北京物资供应的积极性。

位于北京丰台花乡的新发地
市场作为首都人民 “菜篮子”，自
疫情发生以来，受到社会关注。新
发地村党委书记张伟作为当家
人， 带领村党委根据村民小区和
区内企业防控特点， 引领党员群
众围绕“四个靠前”双向发力，实
施分区分类把好区内 “防疫关”，
精准服务守好首都“菜篮子”。

“党员就是先锋、领导干部必
须带头冲锋在前。 ”今年47岁的张
伟， 担任村党委书记已经5年了。
近些年，他找准“村民上楼”等关
乎村民切身利益的切入点， 一边
抓党建，一边抓新农村经济建设，
处理了大量棘手的焦点问题，锻
炼出了一支坚强有力的党员干部
队伍，确保了辖区村民发展生产、
生活富裕的目标。 村党委也受到
了辖区百姓的拥戴和支持。

此次，疫情发生的第一时间，
新发地村就启动疫情防控预案，
党员领导干部“靠前响应”，停止
一切休假，下沉到基层责任划片，
做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隔夜。

2月4日开始， 村内
外还设置了9个防
疫卡点，组织“党员
干部先锋岗”，24小
时 按 照 “核 验 身
份-测量体温-分
类处置” 的流程进
行核验， 同时在新
发地全境开展有疑
似症状人员的排查
工作。

“靠前宣传”是
防疫工作的关键 ，
疫情发生以来，村电视台、村报纸
进行抗疫专题宣传报道80余篇，
把抗疫保供信息、 案例广泛传达
给辖区内的民居， 村委会经常还
通过微信群、 张挂条幅等形式广
泛宣传疫情防护， 新发地村全体
党员也响应号召主动担任抗疫宣
传员， 短时间内就营造出上下联
动、齐心协力的防疫氛围。

疫情当前，市、区领导多次到
新发地检查， 要求保证北京百姓
餐桌的正常供应， 同时做好防疫
工作。一边是疫情防控的紧迫，一
边是北京市保稳定、 保供应的压
力， 新发地村面临着一场艰巨的
大考。 尤其是随着村内下辖的新
发地市场、汉龙货运中心、新发地
长途客运站等30多家企业运行强
度的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市场经
营者陆续回京， 疫情防控压力进
一步加大。

“水龙头不拧紧，地板是擦不
干净的。 ”为此，张伟带领“党员干
部先锋岗” 队员采取了 “靠前管
控”的防疫措施，从源头减轻防疫

压力、提升防疫效率，将包括新发
地市场在内所有企业、商户、住宅
区都纳入统一管理体系、 由新发
地村党委统一指挥、 物资统一分
配，高效有序开展疫情防控。

在做好防疫保供工作的同
时， 张伟将村内的党员干部分成
多个小组， 划片包干确保外地常
驻人口的生活保障工作， 还为特
殊家庭送去食品、防疫物资，以及
党组织温暖，实现了“靠前保障”、
精准服务。 2月27日，村党委还组
织全体党员捐款2.6万余元，以实
际行动助力上级党委抗疫工作。

在村党委的不懈努力之下，
新发地村这个北京流动人口相对
较大的地区， 至今没有发生一例
新冠肺炎感染的病例， 也没有一
户 百 姓 因 为 疫 情 造 成 生 活 困
境 。 “目前，复产复工在即，新发
地的人员流动在不断增加， 我们
也会根据形势不断调整防控策
略，在确保区内居民‘零感染’的
同时，让首都百姓的‘菜篮子’提
得更安心。 ”

抗疫保供让百姓“菜篮子”提得更安心
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张伟：

他们中有的怀揣速效救心
丸与时间赛跑， 按时完成小汤
山医院电梯安装任务； 有的12
年驻守长途站， 遇到 “特殊旅
客” 严查到底， 守护一方天地；
有的时时刻刻紧绷安全弦， 守
好百姓 “菜篮子” ……他们有
同一个名字———劳模 ！ 北京劳
模们积极发挥自身的引领带动
作用， 诠释着最 “硬核 ” 的劳
模精神， 为战胜疫情贡献着最
“硬核” 的劳模担当。

陶建伟 （左）

王聪颖 （左）

张伟 （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