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医生王文钰：

□本报记者 余翠平

首发集团养护公司养护事业部项目经理王硕：

做患者的倾听者
□本报记者 盛丽

京礼高速 （延崇段） 是通往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冬残奥会延
庆赛区的必经之路， 也是首发集
团养护公司养护事业部第十二养
护项目部项目经理王硕负责管养
的主要道路。 在北京冬奥会赛事
期间保障道路桥梁的稳定运行，
确保涉奥车辆及人员安全通行，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作为项
目经理， 王硕始终把安全和应急
放在第一位 ， 就像他常说的 ：
“安全就是最大的成绩。”

王硕曾获首发集团 “2021年
度先进个人” 等荣誉称号， 并入
选近日揭晓的 “应急先锋·北京
榜样” 先进典型8月第三周榜单。

用双腿丈量保障道路

为做好北京冬奥会道路通行
保障工作， 王硕在6天时间内用
双腿丈量33公里的保障道路， 根
据隧道、 桥梁、 道路等不同点位
分类， 以百米为标尺， 详细记录
了80余处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
他按照 “一桥一案 ” “一隧一
案” “一路一案” 的标准形成14
份专项应急预案， 明确应急事件
信息上报要求、 现场处置流程、
作业规范步骤等内容， 全面指导
保障工作开展。

在此基础上， 他将京礼高速
（延崇段） 划分为 “山区” “平
原” “赛区” 3大应急区域， 合
理布设大型清障设备4台、 人员
20人， 建立 “人工重点巡视+视
频24h巡视+区域联动 ” 应急巡
查机制， 构建起了 “20分钟应急
圈”， 应急处理突发情况的效率
明显提升。 同时， 他组织开展3
期 “冬奥安全课堂”， 向参与保

障的180余名一线养护人员讲授
安 全 防 护 知 识 、 应 急 处 突 技
巧和 “防御性” 驾驶技术， 大大
提高了团队安全保障能力。

在北京冬奥会保障期间， 王
硕带领团队快速处置大货车起火
自燃、 隧道渗漏水 、 交通事故
等突发事件 20余起， 有力保障

了2万涉奥车次和16万涉奥人次
的安全通行。

高水平开展应急演练

受拉尼娜现象影响， 北京地
区2021-2022年雪季极端天气频
发。 为提升铲冰除雪实战能力，
交通运输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
合主办 “迎战冬奥·2022北京冬
奥会极端天气交通运输应急联动
综合保障演练”。 王硕作为京礼
高速 （延崇段 ） 保障团队负责
人， 承担了 “冬奥高速公路雪天
交通应急保障” 这个主科目的演
练工作。 为了让除雪演练更加贴
近雪天实战， 他亲自撰写演练脚
本， 每次演练后带领团队讨论细
节， 对脚本内容进行调整完善，
一份演练脚本到定稿时已整整改
了11稿 。 在内容上 ， 他创新了
“双循环” 除雪作业模式， 引入
“梯队作业” “梯次支援” 理念，
引进融冰车 、 破冰机等新型设
备 ， 小到中雪作业效率从80分
钟/圈降低至35分钟/圈， 大到暴
雪作业效率从120分钟/圈提升至
55分钟/圈。 最终， 高水平 、 创
新性的除雪演练工作受到了北京
市交通委的高度认可。

2月13日， 正值北京冬奥会
正式比赛期间， 京礼高速 （延崇
段 ） 普 降 暴 雪 ， 积 雪 量 达 到
20cm以上。 王硕统筹调度100余
套机械设备和180余人， 连续奋
战24小时， 始终保持高速公路两
条车道实时畅通 ， 保障 了 当 日
延庆赛区人员 、 车辆顺利转场
和全部比赛正常进行 ， 实现了
“赛事不停、 交通不断” 的保障
目标。

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线

北京2022年冬奥会、 冬残奥
会保障工作时间长、 涉及人员类
别多、 数量大、 范围广， 同时叠
加元旦、 春节等节日， 人员流动
性大 ， 保障环境中涉外人员密
集，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为筑牢疫情防控安全防线，
王硕在项目部连续坚守50天，检
查门卫登记、扫码、测温情况，带
领团队人员共同完成环境消杀。
抽查保障人员健康宝和行程卡成
为了他每天必须要做的 “规定动
作”。 在北京冬奥会前夕，他主动
与保障团队的每一个人进行谈心
谈话，号召团队人员“非必要不出
京”“留京过年”。 在他的带动下，
整个保障团队全部坚守岗位，没
有一个人离京。同时，考虑到应急
抢险过程中可能与涉奥车辆及人
员进行接触，他为团队购置了100
套二级防护服， 并手把手讲授防
护服穿脱注意事项， 增强了团队
的疫情防控本领。 在北京冬奥会
保障期间，王硕制定《疫情防控注
意事项》等指导性文件3份，组织
召开疫情防控专题会4次，检查疫
情防控事项50次， 保障团队核酸
检测共计1000余次， 最终团队实
现了疫情零感染。

中国有句古话叫 “三十而
立”， 王硕在北京冬奥会保障期
间也度过了30岁生日。 用他自己
的话来说： “冬奥保障的美好回
忆， 是我这辈子收到过的最好生
日礼物。” 他就这样兢兢业业坚
守在岗位上， 日复一日， 年复一
年， 在看似寻常的岗位上散发着
不寻常的光和热。

“安全就是最大的成绩”

“请您按要求完成扫码， 测
温。” “阿姨， 这个项目主要是
检查幼儿的骨骼。” 早上7点半，
东 城 区 妇 幼 保 健 院 中 早 已 人
头 攒 动 ， 家长们带着小朋友正
完成着入幼儿园前的体检。 中医
科医生王文钰忙碌着， 她不仅解
答有关入幼儿园体检的各种疑
问， 还帮助上年纪的家长完成填
表工作。

每年幼儿园开学前， 来做入
园体检的小朋友都会很多， 妇幼
保健院的医生也会加倍忙碌。 这
时 ， 不同科室的医生就会担任
“临时向导”， 担负起这份支援工
作。 今年， 刚参加工作一年的王
文钰参与其中。

由于涉及到验血等空腹检查
项目， 入园体验的所有项目都要
在上午完成 。 从7点半到11点 ，
三个半小时内， 王文钰始终神经
绷紧。 “小朋友， 不要害怕， 这
个不疼的。” 在入园体检工作中，
小朋友们年龄较小， 难免产生畏
惧心理而不配合， 王文钰总是能
够耐心温柔地安抚他们的情绪，
帮助小朋友们顺利完成体检项
目。

耐心和细心是王文钰对自己
的职业要求 。 作为一名青年医
生， 她全身心投入自己所热爱的
医疗事业中， 哪里有需要， 哪里

就活跃着她的身影。 从婚前体检
工作到儿童入园体检工作， 她以
高度负责的精神、 认真严谨细致

的态度完成每项工作。
在今年的入园体检时， 细心

的王文钰就帮助家长解决了难

题。 一天， 一对家长带着女儿来
到了妇幼保健院。 “您好， 有什
么需要帮忙的？” 王文钰上前问
道。 但这对家长没有任何反应。
随后， 王文钰又说了几句话。 这
时这对家长用摇头和摆手回应。

王文钰迅速判断出这对家长
是聋哑人。 于是， 她拿出了笔和
纸和家长进行交流。 得知这对家
长不了解入园体检程序， 细心的
王文钰将各种事项逐一写到了纸
上， 还将注意事项进行了标注。
开好检查单的王文钰， 还亲自将
这对家长托付给同事。 就这样，
同事们接力帮助这对家长完成了
小朋友的入园体检。

“医生的工作 ， 有时是治
愈， 经常是帮助， 常常是安慰。”
王文钰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一次， 王文钰正在坐诊。 一位老
人走进了诊室， “大夫， 我来给
老伴开药 。 您能不能快点啊 ？”
老人的情绪很急躁。

“阿姨， 你不要着急， 请先
坐下。 我这就帮您开药。” 耐心
的王文钰了解到， 老人的老伴生

病多年， 老人每天都要照顾他，
压力很大。 “阿姨， 你是不是身
体最近也不太好 、 吃饭没啥胃
口、 睡眠也很差啊？” 在开药的
过程中， 王文钰还观察到老人的
脸色很差。 “大夫， 您说的太对
了。 而且我有时候控制不住就会
发火。” 因为上午的诊疗就剩这
一位患者， 于是王文钰耐心开导
起这位老人。

人到中年的大姐家庭琐事缠
身， 小孩调皮， 老公忙事业， 老
人需要照顾， 重重压力压在她一
个人身上； 年过花甲的阿姨， 自
己身体本就不好， 还需要照顾九
十多岁的婆婆……平时的工作
中 ， 王文钰会遇到患者的各种
倾诉， 这时她对自己说要做他们
的医生 ， 也要成为他们的倾听
者。

“很多身体的问题都是由情
绪引起的， 看病吃药是一方面，
调节好自己的情绪也很重要。 看
着患者们忧心忡忡地走进诊室，
情绪逐渐平稳， 出门时一扫之前
的愁容， 我的心情也跟着变好起
来。” 王文钰说道。

入职以来 ， 王文钰始终以
“牺牲精神， 造福人群” 的院训
激励和鞭策自己。 “我会继续以
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每天的工作
中。” 王文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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