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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工工们们的的““知知心心姐姐姐姐””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肖永鸿 祁墨翰/摄

———记中建二局一公司张北易地扶贫和空心村治理项目工会主席梁黔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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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姐， 我们今天加班， 需
要50份盒饭。” “梁姐， 食堂停
水了。” “梁姐， 明天活动8点开
始， 今晚现场一定要布置出来。”
……这个人人都离不开的梁姐 ,
正是中建二局一公司张北易地扶
贫和空心村治理项目副书记、 工
会主席、 项目纪检监督小组组长
梁黔蓉。

有亲和力、 热心肠、 工作踏
实， 很像一个 “知心姐姐”， 这
是大家对她的印象。 梁黔蓉今年
49岁， 熟悉她的人都知道， 在她
的工作轨迹中， 有20余年都扎根
在施工一线。 她做过电工， 爬上
塔吊修过电机； 她一头扎进项目
部 ， 在办公室职员 、 办公室主
任、 项目副书记等岗位上摸爬滚
打。 2019年， 梁黔蓉被公司评为
十佳道德模范。

冲锋一线 连熬数夜为
工人安装床铺

刚接到要去张北易地扶贫和
空心村治理项目担任副书记、 工
会主席时， 没怎么远离过家的梁
黔蓉 ， 查看了地图 、 询问了同
事， 汇总信息后她感觉这个项目
离北京很近， 周末也可以回家看
看。 但是， 她报到后才知道， 张
北的冷完全超出想象， 忙碌的工
作让回一次家成为奢望。

该项目位于内蒙古高原南缘
的坝上地区， 平均海拔在1500米
以上 ， 年平均气温2.1℃， 最低
气温-38℃。 但是， 无论是草原
上呼啸的风声， 还是暴雨后骤然
的寒冷， 都没能阻挡梁黔蓉这颗
对工作热忱的心。

2019年8月 ， 当时空心村治
理项目因有效工期短， 72栋住宅
楼必须同时开工。 而项目临建仅
仅完成办公区 、 宿舍搭建 ， 水
电、 道路硬化等建设还未跟上，
1000余名工人住宿急需解决， 后
勤工作成为当时的重点、 难点。
为了不影响现场进度， 作为工会
主席， 梁黔蓉主动要求督促生活
区的建设。

“梁姐， 这个食堂一周就要
完成， 咱们能完成吗？” 项目食
堂梅师傅怀疑地问道 。 “一定
能！” 梁黔蓉坚定地回答道。 嘴
上虽然这么说， 但是难度有多大
只有她自己知道。 “那时， 不仅
食堂要在短时间建起来， 宿舍也
必须同时建好。 否则1000余名工
人吃饭、 休息都是问题。” 梁黔

蓉回忆说。
临建宿舍建有15栋， 工人把

这15栋宿舍楼立起来了， 但是道
路没有硬化、 厕所没有通、 吊顶
没有吊、 水没有通……她当时带
着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四处联
系厂家， 一项项去落实， 一件件
去销项。 比如， 地砖要铺什么样
的 ， 水池又要怎么砌筑才合理
等。 看到她忙碌的身影， 有工人
开玩笑说： “梁主席， 您这哪里
是工会主席 ， 我叫您 ‘梁工 ’
吧。” 玩笑归玩笑， 她和工人一
起硬是一点点地把地面硬化做
了， 一步步完成了两间锅炉房、
职工食堂的建设， 并完成通电、
道路硬化、 宿舍吊顶等工作。

2019年8月的一天深夜 ， 凉
意丝丝袭来， 但项目生活区中热
火朝天， 大家有的从车上卸货，
有的搬运， 有的安装床……现场
井然有序， 梁黔蓉穿梭在其中指
挥。 原来， 生活区需要2000张床
才够使用， 当地货源不够， 还差
几百张床。 她积极联系省外的厂
家 ， 连夜从大同运来100张床 。
就在那天夜里， 人手不够， 她就
和工人们一起搬运、 组装床， 连
着干了好几宿才完成这项工作。

那些天， 她都是凌晨1点后
才休息的。 看到一间间宿舍变得
整整齐齐， 工地的生活区生机勃
勃， 现场高峰时2000余名工人从
这里进进出出 ， 她感到非常欣
慰 。 “工会就是职工的 ‘娘家
人 ’， 关键时候我们要顶上去 ，
让劳累一天的职工吃好 、 休息
好。” 梁黔蓉说。

以身作则 带动职工共
同进步

“太佩服梁姐了， 在她这个
年纪还能考下那么多资格证书，
她真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呀！” 项目上80后、 90后的青年
员工说起梁黔蓉， 都会竖起大拇
指点赞。

原来， 项目上年轻人多， 充
满激情和活力。 如何带好、 引导
好他们， 是她经常要思考的一件
事。 “我们项目上年轻人多， 思
想活跃， 但在我眼里都是孩子，
需要呵护和关爱。” 梁黔蓉说。

2019年8月17日 ， 项目建设
工作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当晚，
由梁黔蓉精心组织的 “集体生日
会” 在项目部食堂举行， 大家围

坐一起唱歌， 共同分享蛋糕， 分
享喜悦， 温馨的场面让5位过生
日的员工一度哽咽。 新员工小祁
眼含泪花感慨道： “我在外地上
学这几年， 我妈妈都没有时间陪
我过生日， 想不到在项目能过集
体生日。” 充满温情的生日会让
在场每一位员工都感受到来自项
目大家庭的温暖和幸福。 在她的
组织下， 员工季度生日会已经成
为常态。 项目还开展了冬至包饺
子、 羽毛球比赛、 爬山等各种丰
富多彩的活动。

此外， 为了营造浓厚的学习
氛围 ， 她每天晚上坚持看书学
习。 梁黔蓉说： “哪怕你面临退
休也要坚持学习， 公司的发展离
不开学习型人才。” 功夫不负有
心人， 她考取了一级建造师的执
业资格 ， 并先后取得公路质检
员、 土建、 机电造价员、 资料员
等证书。

“她像家长督促孩子一样，
定期对我们的学习情况进行检
查 ， 经常分享她的学习心得 。”
新员工小祁说。

在梁黔蓉的影响和带动下，
她身边的同事通过自学， 学历都
得到了提升。

无论对工作还是对职工， 梁
黔蓉都是尽心尽责 ， 但面对家
人， 她觉得愧疚。 因为工作忙，
她总是说： “父母体弱多病， 等
到退休了 ， 我要更好地照顾他
们。” 她的爱人身体也不好， 曾
两次自己打120去医院。 有一段
时间， 照顾家庭、 教育孩子的重
担都落在她一人身上， 但她从未
有过怨言， 更没有因此而停下手
上的工作 。 连邻居们都夸她 ：
“梁黔蓉真是不容易， 一边忙工
作， 还一手拉扯孩子， 真是太能
干了。”

精准扶贫 协助深度贫
困村销售藜麦

为了保证张北县整体脱贫目
标， 作为项目副书记梁黔蓉还带
领着项目上的党员们积极参与精
准扶贫。

2018年 “七一” 前夕， 梁黔
蓉所在的项目党支部党员和公司
党员代表10余人来到张北县一
中， 对学校30位学生开展助学活
动， 大家围坐在一起诵读诗书、
朗读经典等， 并为学生们送上了
蛋糕、 电子阅读器和种类多样的
书籍。

盘常营村是当地的深度贫困
村之一。 2019年4月， 梁黔蓉得
知 这 里 种 植 了 大 量 的 “ 营 养
黄金———藜麦”， 却缺少销售渠
道， 就积极协助当地百姓销售藜
麦。 最终， 公司认领了14亩藜麦
的销售 ， 项目认领了4.5亩藜麦
的销售。

此外， 梁黔蓉还带领项目党
支部投入几十万元资金， 协助盘
常 营 村 在 一 个 月 内 打 造 出 了
“亲历扶贫” 教育基地。 该基地
成为张北县对外宣讲扶贫故事、
吸引扶贫力量的 “网红 ” 打卡
地 ， 被列为旅游扶贫的典型案
例。 梁黔蓉还利用项目的农民工
夜校开办培训班培训当地村民，
并为当地村民提供了300多个就
业岗位。

在一年多的建设中， 张北易
地扶贫项目得到当地政府和村民
的称赞。 2019年1月， 张北县政
府向公司寄来了感谢信； 同年7
月， 油篓沟第三党总支向该项目
赠送了锦旗。

这就是梁黔蓉， 一个奋斗在
建筑一线的普通工会人， 她给职
工、 给贫困户、 给家人都带去了
稳稳的幸福感。

卢雪峰， 男， 1974年8月出
生， 朝阳区孙河地区指挥中心负
责人。

接手地区 “接诉即办” 热线
之后， 他构建了 “四责分置” 工
作体系， 并将12345热线 、 乡长
信箱等各类反映问题的渠道统一
整合到指挥中心一插到底， 长期
扯皮的 “老大难” 问题很快得到
解决。 之后， 他又延伸至 “未诉
先办”， 率团队建成地区智能感
知城市运行平台， 月解决问题近
6000件。

高申 ， 男 ， 1996年 3月出
生， 中央和国家机关保密技术服
务中心员工。

2016年， 他的姥姥患上了肺
小细胞癌及一系列心脑血管的并
发症， 失去生活自理能力， 不得
不长期住院治疗， 急需家人在身
边照料。 当时， 父母必须工作，
筹集高额治疗费 ， 舅舅远在他
乡 ， 家中还有三位老人需要照
顾。 此时正在外地上学的他， 毫
不犹豫承担起了这个责任。 姥姥
去世半年后， 他的父亲被查出患

上了肾癌。 他放弃了择业， 选择
在医院陪床照顾父亲。

李宁 ， 男 ， 1983年 6月出
生， 北京市电力公司电缆分公司
副总工程师。

他在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
部干了11年， 又作为项目部负责
人牵头完成了2017-2018年首都
核心区电力架空线入地任务 。
2019年1月， 他来到电缆分公司，
负责产业单位的经营管理， 以及
北京市的全部电力隧道和高压电
缆检修、 故障抢修及应急处理。

除了扎根一线， 他将日常专业管
理工作与应急抢险工作相融合，
形成一系列的成果， 发表期刊专
业论文4篇， 获得专利3项。

赵毅武， 男， 1966年6月出
生， 北京纳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疫情突发， 他主动请缨， 成
立集团医用口罩生产项目组， 担
任总指挥。 快速组织生产， 发动
企业的力量， 利用现有资源临时
增产口罩。 5天内， 医用口罩生
产线从无到有， 迅速达到日产量

10万个。
王永萍， 女，1964年10月出

生，门头沟区第一幼儿园教师。
2010年， 她发起回收废旧电

池活动， 10年来回收3000余斤已
成市金牌项目。 2015年， 她成立
了青年志愿服务队。 志愿服务队
通过微博、 公众、 微信群等发布
活动， 还深入社区、 学校、 幼儿
园宣传动员， 组织设立过期药品
回收点、 开展急救培训等活动。
如今， 志愿服务队注册志愿者已
超过千人。 （盛丽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