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 信
号系统是保证列车运行安全、 提
升调度工作效率的一套关键系
统。 信号专业日常维修工作是安
全生产中的重中之重。 北京公交
集团有轨电车西郊线技术部信号
维修工班长白子鹏， 每天都要和
组员们在8.8公里的线上 ， 对86
套计轴设备、 49架信号机、 32组
转辙机、 13个平交道口信号优先
设备进行排查检修。

“任何隐患都必须尽快解
决， 高质量完成维护工作， 确保
设备高效率运作， 是对每一位乘
客安全出行做出的最好守护 。”
白子鹏说。 在节假日大客流运营
保障工作中， 他都会提前对所有
信号设备进行全面排查， 不放过
任何一个隐患点。 信号机灯丝报

警虽然不会对运营产生影响， 但
需要大量繁复的排查工作才能找
到原因。 为此， 他经常放弃公休
时间， 连续几天对室内、 室外信
号机设备检查、 测试， 最终将设

备电压调整精准。
白子鹏喜欢钻研业务， 不断

提升自己的水平。 普速手动工具
无法高效完成道岔日常检修， 为
了改变这个情况， 他不断探究设

备维护技巧 ， 发掘维修工具性
能， 最终探索出有效的方法， 大
幅压缩了道岔日常维护与故障抢
修时间。

在日常巡视检修中， 白子鹏
不仅自己业务熟练， 还通过开展
故障研讨、 进行实地培训等多种
方法向徒弟们传授维修经验。 担
任维修工班长后， 他努力抓班组
基础建设， 先后制定了 《信号专
业维修规程》 《信号专业维修手
册》 等多项规章制度。

起初， 组员有些不习惯， 认
为条条框框太多。 为了提高班组
员工执行规章制度的自觉性， 白
子鹏多次与组员讨论， 反复耐心
地讲解规章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 他经常说， 规章制度是前辈
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 有的甚至

是血的教训换来的。 数次的耐心
讲述使大家明白规章制度的重要
性， 组员们开始互相监督， 严格
按规章制度办事。

在北京公交集团青年创新创
意大赛上， 白子鹏所在团队设计
的 “卡块式计轴传感器支架” 获
得金牌好项目。 从前期故障统计
分析、 实地调查研究， 到中期开
会研讨、 方案研判， 再到最后的
模拟测试、 方案论证， 他忙碌了
3个多月。 这个设计解决了原有
计轴传感器支架容易断裂， 造成
计轴功能失效的问题。 卡块式支
架正式应用后， 他每周都会来到
故障地点进行实地查看、 数据测
量， 并对全线每一个计轴点进行
排查， 避免出现故障， 努力做到
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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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勤学苦练
成为安全守护人
2012年研究生毕业后， 金星

慧就投身于安全应急技术服务的
一线， 主要从事石油化工相关的
安全评价， 以及安全应急管理相
关技术服务工作。

在从事技术服务工作过程
中， 她深刻认识到安全应急技术
服务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
很强的工作， 必须具备丰富的专
业知识， 熟悉政府的应急与安全
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不同行业领
域企业安全管理知识， 这样才能
够胜任这项工作。因此，金星慧不

断学习， 努力用专业知识武装自
己，坚持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
到理论的学习方法， 积累实践经
验，不断地提升专业技术能力。

金星慧不仅在理论学习上善
于钻研， 在业务工作中总能提出
好的方法 ， 总结出好的工作经
验。 本着 “我为安全” 的初心，
她自创自建涵盖应急与安全法
规、 事故案例、 定量评估和模拟
评估等方面的数据库， 提高安全
应急服务的科学性。

2015年一年的时间， 金星慧
通过刻苦学习连续考取了国家注
册安全工程师、 国家一级安全评
价师、 国家职业病危害安全评价
师、 危化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
审员等证书。

多年的努力和实战历练， 使
金星慧迅速成长为安全生产领域
的技术专家。 她接连被各单位聘
为 “北京市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地
标体系建设专家组专家” “北京

市门头沟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专
家” “北京市大兴区应急专家”
“北京市顺义区安全生产协会安
全专家”，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安
全守护人。

为应急管理谋划
为安全生产驻防
为了践行安全服务的使命，

为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金星慧经
常放弃休息和与家人团聚的时
间， 起早贪黑奋战在事故预防的
第一线。

2017年 11月 18日 ， 大兴区
11·18重大火灾事故之后， 为了
配合西红门镇政府落实对违法建
设、 消防安全、 流动人口、 出租
房屋火灾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
金星慧连夜赶写隐患排查工作方
案， 及时将本属地可能存在的同
类事故隐患进行全面排查。 为了
落实责任分工， 同步推进， 确保

工作质量， 在审议通过工作方案
的基础上， 她连夜编写有关违法
建设、 出租房屋消防安全隐患排
查工作标准。

第二天， 她陪同消防管理部
门开展现场隐患排查， 连夜将现
场排查的工作情况汇总整理分
析， 根据现场隐患排查结果和隐
患级别， 形成总结报告， 上报镇
政府， 为西红门镇违法建设出租
房屋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违
法拆除和腾退工作提供了重要的
技术支持保障。

2021年春节前夕， 北京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为了应
对春节前大规模人口流动可能存
在的隐患， 天宫院社区开展应急
演练。 作为大兴区应急专家， 金
星慧被社区邀约作为本次应急演
练总指挥， 负责策划并指导开展
社区应急演练工作。

为了保障社区应急演练工作
的时效性和针对性， 金星慧亲赴
一线， 分别对社区企事业单位、
居民小区、 物业公司、 5家小门
店等演练角色确认演练细节， 连
夜赶写演练方案和脚本。 “特别
是对上一阶段疫情发生后出现物
资供应、 药品短缺、 隔离宠物管
理和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进行情
景构建， 结合社区实际开展模拟
推演。” 金星慧说， 通过这次演
练， 对大兴区其他街道应对疫情
发生的应急处置起到了积极的借
鉴和指导作用。

不忘初心常练兵
牢记使命保安全
“2017年， 北京市率先在部

分区和市属国有企业开展城市安
全风险评估试点工作。” 金星慧
告诉记者， 为了切实提高为政府
部门及企业提供安全技术服务的
工作质量， 她认真研读上级工作
文件要求， 潜心谋划作为第三方
技术服务机构的具体工作目标、
任务和职责。 在确保符合市区两
级试点工作方案和管理办法要求
的基础上， 她通过完善公司技术

服务流程和服务标准要求， 制定
公司安全风险评估技术服务过程
控制手册， 规范从技术专家培训
到现场指导， 再到线上指导和服
务质量反馈全过程服务的质量要
求。

一个炎炎夏日， 在为企业安
全隐患排查的现场， 金星慧看到
企业正在进行焊接空调铜管作
业， 且焊接使用的乙炔和氧气气
瓶同车存放， 焊接明火点与乙炔
和氧气气瓶紧邻， 十分危险。 她
立即上前阻止了焊接作业 。 起
初， 现场施工人员很不理解。 她
就耐心地把焊接动火作业的注意
事项、 正确安全的操作方法步骤
和作业现场气瓶安全管理的要求
在现场进行示范讲解。 她一边将
乙炔气瓶轻轻挪放到相对远离明
火焊接点10米开外的安全位置，
一边解释这样做的原因， 并将气
瓶安全使用以及存放的要点编写
出来， 留给了企业现场负责人。

在生活中， 当她遇到各种可
能存在事故风险的状况时， 同样
会 “管闲事儿”。

一次， 她在回家路上看到路
面有几位工人打开地下污水井，
正准备进入井下作业， 井口周围
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和警示标识，
工人也没有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她意识到事态危险， 上前劝
阻。 现场负责人不以为然， 甚至
扬言如果耽误工程进度造成的经
济损失由她承担。 金星慧不急不
躁， 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经验
和耐心，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成
功制止了违章作业。 临行前， 她
给负责人留下了有限空间作业教
育培训地址和联系方式 。 几天
后 ， 她接到了负责人打来的电
话， 称正在接受教育培训， 通过
学习事故案例， 终于理解了有限
空间作业的危险性， 感谢她当初
的阻止行为。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都
能够安安全全的。 我会继续怀着
服务社会， 回报社会的理念， 为
社会祥和安宁贡献微薄之力 。”
金星慧说。

初心如磐当好安全守护人
———记中汇兴峰 （北京） 安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星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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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郊线上的“信号医生”

□本报记者 盛丽/文 通讯员 曹雪/摄

北京市应急管理局 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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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公交集团有轨电车西郊线技术部信号维修工班长白子鹏

“我就是一名普普
通通的， 服务于一线的
应急与安全专业的技术
人员。” 中汇兴峰 （北
京） 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关村一带一
路产业促进会安全风险
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副
秘书长金星慧说 。 同
时， 金星慧还受聘于多
所高校担任客座教授。
她先后承担并主持了大
兴区、 顺义区城市安全
风险评估工作， 承担并
参与了多项与应急管
理、 安全相关的重要课
题研究。

在金星慧看来， 从
事应急与安全技术的实
践服务必须要十分专
注， 更要不忘初心， 把
谋求社会和企业的安全
发展作为安全人的使
命， 为应急与安全事业
倾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
汗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