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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模的哥带队“保点运营”助力抗疫
□本报记者 闫长禄

房山区首都职工志愿北方共产党员阳光车队

怀柔区

□本报记者 崔欣

“让乘客在乘车中， 感受到舒适
和温馨。” 这是北京北方出租汽车有
限责任公司出租车司机王建生的工作
信条。 开车二十年， 他书写280万字运
营日记 ， 总结出 “345优质运营服务
法”。 他行驶了约220万公里， 实现无
违章， 无违纪， 无投诉的良好三无风
貌。 正因如此， 他在2017年荣获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 并建立了 “王建生劳
模创新工作室”。

在今年的防控疫情阻击战中， 身
为房山区首都职工志愿北方共产党员
阳光车队成员的王建生自然没有置身
事外， 他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志
愿为乘客提供暖心服务。

王建生告诉记者 ， 受疫情影响 ，
今年各火车站并没有明显 “返京潮”，
尽管用车需求下降， 但运力还是要保
证， 特别是后半夜地铁、 公交停运后，
出租车就成了旅客的重要交通选择 。
在王建生的微信里， 工作群的消息占
了一大半。 “交通委通知2月7日晚北
京南站轨道交通不延迟运营， 希望出
租司机师傅能积极参与保点运营”， 看
到北京南站出租车调度群里的通知后，
他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分享给了同
事们， “我们北方出租汽车公司党员
阳光车队是在南站进行 ‘保点运营 ’
的一支重要力量， 责任就是确保北京
南站不滞留一名旅客。” 为了保障乘客
出行 ， 王建生每天都要坚持到凌晨3

点， 直到最后一位乘客离开。 “我们
专业用词叫 ‘保点运营’， 确保夜里没
有一名旅客滞留。” 王建生坦言， 夜里
的 “保点运营” 很辛苦， 一次凌晨3点
多 ， 他在北京南站接上了一位乘客 ，
将乘客送到位于南六环的生物基地后，
再回到家中， 已经是凌晨5点。

王建生开了一个名为 “王建生劳
模创新工作室” 的微信公众号， 每天
发布的内容除了给坚持在一线运营的
司机加油鼓劲儿， 更多就是提醒 “的
哥的姐” 及时做好车辆消毒和自身防
范工作。 “每天出车前都我会给车辆
做好消毒工作， 把车里外收拾得干干
净净， 不仅让乘客坐得放心， 更减少
了感染风险。” 从座椅到靠枕， 从车顶
棚到车扶手， 王建生每天都反复消毒。

除了为乘客提供优质安全的出行
服务， 他作为北方出租公司党员阳光
车队队长， 还带领队员一直从事志愿
服务。 前几天， 一家基金会的负责人

找到了王建生， 原来， 这家基金会为
北京各区的社区工作者和重点医院募
集了一批抗疫物资， 由于物资存放在
怀柔， 希望车队能提供帮助将物资运
送到指定地点。 王建生马上向上级进
行汇报， 公司领导得知后一致同意义
务运送。 就这样， 一支由12辆出租车
30余名队员组成的应急车队迅速集结
驶向爱心接力之路。 王建生告诉记者，
大多数司机家在远郊， 为了赶运物资
都要空驶出租车来到活动现场， 最远
的司机从家里出发到怀柔需要跑160多
公里。 “队友们心里明白此次运送的
抗疫物资是运往抗疫一线， 心里有一
种责任感 ， 使命感 ， 一定要安全送
达。” 经过全队的不懈努力， 1419件物
资被安全送达到门头沟、 密云、 亦庄
等地。

“身边的榜样就是最好的教科书，
我从王队长的身上学到了很多。” 在王
建生的影响和带领下， 队员孟柳娜从

春节前一直忙到现在。 不久前的一次
运营让孟柳娜印象深刻。 她行驶到广
安门中医院对面时， 看到医院门前两
位女士推着一位坐轮椅的老人在打车。
疫情期间本就车少， 加上这种 “麻烦”
的客人， 打到车就更难了。 她没有多
想， 立刻行驶到下个路口掉头来到医
院门口， 推门下车， 帮着两位女士将
身子沉重的老人抬到座位上， 再将轮
椅收至后备厢。 到了目的地， 三人再
次将老人抬回轮椅上时， 正在用力看
不到脚下的孟柳娜被绊了一下跪在了
地上， 当时只顾着托稳老人， 回家时
才发现膝盖已经淤青了。

“什 么 时 候 我 们 都 会 尽 心 尽 力
为每一位乘客服务。” 王建生说， 最
近这段时间 ， 参与保点运营很辛苦 ，
而且收入低， 但为乘客服务的水平不
会降低 ， 这是一种职业道德。 不能让
“劳模创新工作室” 这个荣誉沾上一点
灰尘。

“爸爸， 你什么时候能来奶奶家
看我 ， 你都已经好久没抱轩轩了 。 ”
“爸爸， 听奶奶说有一个全身长满刺的
怪兽正在危害我们， 爸爸就是因为这
个不能来看轩轩的。” 这段话表现了怀
柔区一位普通专职工会社会工作者的
孩子对爸爸深深的思念。 由于工作性
质及安全起见， 志愿参加疫情防控工
作的北房镇总工会服务站副站长刘涛，
不得不把儿子送到父母身边照顾。 作
为北房镇疫情防控工作组的联络员 ，
刘涛每天要将工作组成员的日常工作
内容及反映的困难情况及时向工作组
汇总， 并做好上传下达等工作事宜。

刘涛每天按工作组工作部署， 制
定分工表及时在工作群里传达到各位
成员 ， 确保大家顺利接收工作任务 ；
中午组织同志们在镇政府用餐时， 随
时关注大家对饭菜的需求， 做好协调，
自己总是最后一个吃饭； 下午工作结
束后， 在电脑前汇总镇域内各村、 站
点一天的实际困难与工作情况报工作
组审核， 最终整理相关表格上报组织
部……38名成员分为两组轮替工作 ，
每天早上8点到岗， 下午4点交班， 然
而作为联络员的刘涛却需要天天到岗。
他坦言： “我是首都职工志愿怀柔区
服务总队的一员， 参加防疫一线执守
工作还是第一次。 通过这些天的见闻，
我看到了这场防控战的危险， 说实话
不害怕是假的， 但是想到在最前沿的
医护工作者， 我做的这些就显得微不

足道了。”
“2月16日， 怀柔区总工会就在职

工志愿服务工作群中发出了开展 ‘抗
击疫情， 我们在行动’ 志愿服务工作
倡议 。” 区总工会副主席崔晓阳介绍
说， 当时， 疫情防控工作正进入攻坚
阶段， 企业也开始复工复产。 在此期
间， 怀柔区各单位的工会组织都发挥
了重要作用， 很多职工都忙碌在本单
位的防控一线。 “我们倡议各志愿服
务队充分发挥 ‘蓝马甲’ 作用， 结合
本单位的防控实际， 开展志愿服务。”

伴随着倡议的发布， 怀柔区各级
工会组织积极行动起来， 用志愿服务
加入到保障复工复产企业和职工疫情
防控、 安全生产的各项工作中。

“凡是进入厂区大门， 无论车辆、
行人都要严格排查 。 针对入场人员 ，
凡体温≥37.3℃， 一律不准入厂 ， 由

专人及时安排就医， 做好登记； 针对
入厂车辆， 经电脑数据核对无误、 消
毒后方可入厂； 针对供应商， 需提报
信息完成检查登记后方可进入。” 针对
物流通道特点， 北京普田物流有限公
司怀柔分公司工会抽调各部门骨干力
量10人组成了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小组，
积极做好测量体温、 车辆消毒、 登记
信息、 宣贯政策等内容的志愿服务工
作。 自开展志愿服务起， 职工志愿服
务小组每天的晨会， 都是向志愿者们
强调工作流程。 每天晚例会， 志愿服
务小组还要总结一天的工作困难， 及
时汇统数据， 为第二天做好准备工作。
职工志愿者王楠说： “虽然我们前期
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 但第一天站在
这里时， 还是有些慌乱和紧张。 如今，
通过现场及时梳理问题， 调整责任分
工 ， 严格工作流程 ， 完善方案内容 ，

采取应对措施， 志愿服务队提升了工
作效率， 为一线生产赢得时间。”

除普田物流怀柔分公司职工志愿
服务小组外，北京雷力平衡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也由工会委员、党员、职工组成
了首都职工志愿服务队，每天负责为职
工测量体温、 工作区域消毒等工作，并
由工会主席负责日常随机抽查和每周
固定抽查的监督督导工作；北京福田戴
姆勒汽车有限公司首都职工志愿者服
务队的28名志愿者来到星美酒店健康
观察点， 为公司返京复工人员安排住
宿、参与疫情排查，为健康观察人员送
餐、生活物资、防疫宣传、义务理发、心
理疏导等工作……如今，怀柔区首都职
工志愿服务队依然活跃在全区各个企
业、社区、村镇，“蓝马甲” 为打赢疫情
防控阻击战，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地贡
献着自己的力量。

“蓝马甲”闪耀在抗疫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