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爷， 请您将厨余垃圾放到绿色的
厨余垃圾桶内， 塑料袋放到灰色的其他垃
圾桶内。” 说话的是河北省望都县来平谷
滨河街道的挂职干部裴一宁。

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作为北京市平谷
区的结对帮扶对象， 每年选派多名优秀年
轻干部来平谷挂职锻炼， 学习平谷经济社
会发展的特色工作经验。 现任望都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的裴一宁， 作为一名优
秀年经干部， 2020年11月被选派到平谷滨
河街道办事处挂职党群办副主任。

裴一宁来到平谷区滨河街道办事处报
到后 ， 当月中旬 ， 正值垃圾分类攻坚阶
段， 街道要求所有领导干部下沉社区助力
桶前值守， 引导居民按要求投放垃圾。 裴
一宁成为第一批下沉守桶的干部。 从此他
坚持每天步行5公里到分配的桶站进行值
守， 渐渐地附近居民对这位说着一口带着
地方口音的普通话、 偶尔冒出几句平谷话
的守桶干部越来越熟悉。

“一个外地来的干部帮助守桶， 指导
我们垃圾分类， 真是让人感动， 我们没理
由不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一位经常来扔
垃圾的大爷感慨道。 在裴一宁的引导和带
动下， 附近居民垃圾分类的意识增强了，
也都纷纷开始自觉分类， 垃圾投放准确率
得到提高。

除了参与垃圾分类指导 、 助力守桶
外 ， 裴一宁还积极协助多个部门开展工
作。 新冠疫苗接种期间， 他忙碌的身影出
现在滨河卫生服务中心疫苗接种现场， 维
护人员秩序、 协调沟通相关事宜， 为前来
接种的居民答疑解惑； 重要节点， 他放弃
休息时间与街道领导一起开展各种夜查，
为辖区安全贡献力量； 社区组织老年人体
检期间， 他又成为义务引导员， 每天在现
场帮助大爷大妈们指引解惑……挂职到现
在已经将近一年， 街道的各个角落都留下

了他的脚印， 每个重要活动都有他忙碌的
身影， 裴一宁真正成为一名身上有土、 脚
上沾泥的基层干部， 始终默默为街道和社
区奉献力量。 他就像一颗螺丝钉， 将自己
融入到滨河街道这个大集体中 ， 兢兢业
业 、 默默付出 ， 哪里需要就 “钉 ” 在哪
里， “钉” 在哪里就发挥最大作用。

工作之余，裴一宁还不忘学习，向相关
科室学习先进经验和工作方法， 他说：“我
想发挥穿针引线的作用， 把在这里学到的
先进经验带回望都， 为加快望都的发展尽
一份绵薄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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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名宇从北京劳动保障职业
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毕业
后， 用了近10年时间， 从接触这
个专业到成为了专家。 问及为何
能一直坚持从事养老事业时， 身
为北京市养老服务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项目负责人的她说： “因为
‘热爱’。”

耳濡目染
立志从事养护行业
1994年出生的王名宇是家里

的独生女， 从小立志从事养老护
理行业的她， 让身边许多人难以
理解。

王名宇说， 她喜欢老年护理
专业是受家人影响。 她的爷爷长
期卧病在床， 多年的照护都是王
名宇的母亲来做。 “无论洗衣喂
饭还是洗脚擦脸， 妈妈像亲闺女
一样照顾爷爷， 我两个姑姑都自
叹不如。 那时候我就想， 以后也
要像我妈一样。”

儿时埋在心里的小小种子深
深扎了根。 高考后， 王名宇的成
绩不错，选择热门、好就业的专业
都不是问题， 她却坚持报考北京
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读养老护理
专业。 “家人听说我选择学养老护
理专业时，特别反对，我妈背着我
偷偷哭了好多次。家里人也劝我，
‘这行太苦了， 伺候老人没什么
前途’， 我却下定了决心。”

在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学
习期间， 王名宇经常利用课余时
间去一些街道养老驿站、 民办养
老护理机构做志愿者 。 毕业前
夕， 她因品学兼优被劳职院推荐
保送本科， 但那个时代养老护理
专业没有本科学制， 只能保送工
商管理专业， 王名宇丝毫没犹豫
就放弃了保送的机会。 “老师听
说我的决定后松了一口气， 跟我
说： ‘我没看错人， 你就是干这
行的苗子。’”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王名宇
没有选择干净轻松的社工工作，
而是坚持扎根一线做一名护理
员。 当时她负责的一层楼里有30

多位老人， 其中还有不少是半自
理甚至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 ，
“老人的吃喝拉撒、 洗澡、 排泄、
皮肤护理， 只要在养老院里涉及
到的照护工作， 我都会仔仔细细
做好。”

专业过硬
从学技能到当讲师
2014年底， 王名宇回到母校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进行了一
个多月的封闭培训， 备战第六届
全国职业院校民政职业技能竞
赛。 凭借多年的勤学苦练， 2015
年5月， 她获得了养老护理技能

竞赛组一等奖。
获奖后， 王名宇 “出了名”，

她的平台也更宽了。 一些养老培
训学校想找专业人员进行培训 ，
专门邀请她到全市各个区进行授
课， 在每个区的养老机构里住上
半个月 ， 给护理员上课 、 做教
务。 后来， 她着手学习承接一些
养老行业的政府项目， 报项目、
写方案、 做预算、 招投标、 迎接
审计检查……负责这些琐碎的工
作磨练了王名宇， 也让她明白了
养老机构运行的整个闭环， 成了
真正的专家。

2016年以来， 王名宇在单位
担任过项目部负责人， 以 “青春
养老人” 的身份参与了北京市养
老护理人才体系建设， 还参与了
北京市相关岗位培训类各类教材
编写、 科研及社会服务等项目，
为行业发展贡献力量。

坚守初心
照护好每位老人
作为一名养老护理员， 不仅

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护理经
验， 更要有耐心和爱心， 这一点
王名宇深有体会。 在照护老人生
理健康的同时， 她更懂得对老人
进行精神照护。

在照护老人中， 一对 “忘年
交” 康老先生夫妇对王名宇影响
很深。 康老先生夫妇都住在养老

院， 康爷爷患帕金森症， 有轻微
的失智。 “一天早上， 康爷爷就
站在窗前望着窗外， 一直哈哈大
笑， 我就问他： ‘康爷爷， 您在
看什么呀？ 我今天没戴眼镜’。”
听王名宇说没戴眼镜， 康老先生
告诉她 ： “你看树上有好多猴
子 ， 在给一只小狗开追悼会 。”
老人一边说一边用手指着窗外不
存在的大树和猴子， 描述了特别
丰富的细节， 见王名宇不像其他
护工一样 “搪塞” 他， 老人高兴
地说 ： “还是 ‘大个儿 ’ 对我
好， 不像他们都糊弄我。” 王名
宇解释道： “老人在出现幻听幻
视的时候 ， 你不能直接说看不
见， 这样会刺激到老人， 可能会
排斥护理员的帮助和照顾。”

记者在跟随王名宇参观养老
院时， 正赶上一位失智老人在电
梯口徘徊 ， 老人嘴里不住地嘀
咕， 见王名宇经过， 突然扑上去
扯住她的衣领不松手， 旁边两位
护工都拦不住她。 王名宇一只手
拉回衣领， 另一只手轻轻拍着老
人的胳膊说： “阿姨喜欢我的衣
服， 一会儿咱们去你房间， 我把
衣服脱下来给你穿。” 安抚了将
近5分钟， 老人才满意地松了手。

王名宇说： “这种情况很常
见。 既然选择了这一行， 我就坚
定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 我爱
这个行业， 也愿意在养老护理岗
位上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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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业务知识传递红色故事

香山革命纪念馆红色历史讲解员群
体，是一支以“90后”为主体的7人讲解员队
伍，平均年龄不到28岁。

他们精读相关书籍，熟练背诵3万字讲
解词、熟悉每件文物来历。 工作中，通过担
任活动主持人等多种方式实践锻炼， 还组
建培训了一支有120多名志愿者的后备队
伍。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们“直播探馆”，
开设“云课堂”。 自2019年9月13日开馆后，
完成近900次重要任务、接待近90万观众。

坚守抗疫一线为飞行护航

傅勇，男，1982年8月出生，北京空港航
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总运行控制中心党总
支副书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傅勇在抗疫一
线防控监督检查近百次。 2020年6月调任
现职后， 他首抓航班正点率， 延误率同比
下降30.19%。 面对“客改货”需求，他3天内
拿出方案，协助培训取得授权。 至今年6月
底， 已保障41个国家72条航线防疫物资包
机2369架次、“客改货”航班7022架次。

精准支教推送教育资源

王广发，男，1957年10月出生，北京法
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王府学

校校长。
王广发致力于精准扶贫， 通过捐建卫

星教室实现精准支教， 将优质教育资源推
送到相对贫困的地方。 2012年开始，他带领
集团先后与井冈山、延安、六盘水等地签署
教育发展框架协议， 为当地中学捐资修建
卫星教室， 由北京王府学校老师和外教提
供远程教学， 通过远程卫星课分享优质教
育资源实施精准支教。

变桑叶为宝带村民致富

陈山山，女，1988年1月出生，大兴区安
定镇山山家老井头农家院 、“大美安定古
树”品牌创始人。

2017年，陈山山回到家乡创业，办起了
山山家老井头农家院。她反复摸索与试验，
成功研制出“春色满园桑叶宴”。 为了变废
为宝，提高老百姓收入，她利用半年多的时
间反复试验，成功研制出经霜桑叶手工茶，
通过收购3个村的桑叶，帮助村民增收25万
余元。她还注册商标成立合作社，研制出古
桑田园鸡、桑叶面条等特色产品，成为远近
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耄耋老人奉献爱心温暖他人

鲁桂兰，女，1939年4月出生，怀柔区龙
山街道西园社区居民。

1990年， 鲁桂兰搬进怀柔西园社区居
住后，发现很多老年人理发非常不便，于是
她买来剪子、推子、围布等各种理发工具，
开始义务为身边的老人们理发。 如今82岁
的她仍坚持为有需求的老人提供帮助。 孙
老太太生活不能自理， 鲁桂兰长期登门为
她理发。鲁桂兰还多次到敬老院、养老驿站
等地参加演出和慰问活动。 （盛丽 整理）

让养老服务有态度更有温度
———记北京市养老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学校项目负责人王名宇

□本报记者 张晶 通讯员 崔宏宇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裴一宁：哪里需要就“钉”在哪里
□本报记者 马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