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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六局海外工程分公司职工李彦涛：

□本报记者 周美玉

———记北京地铁供电分公司第五维修项目部接触网第一维修部副主任潘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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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丰台区丰台街道游泳
场北路社区委员会向中铁六局海
外工程分公司发来感谢信。 信中
写道： “在疫情形势严峻、 社区
防疫人员紧缺的关键时刻， 贵单
位的李彦涛闻令而动 、 勇毅逆
行 ， 践行 ‘召之即来 、 来之能
战、 战之能胜’ 的责任担当， 与
社区工作者并肩战斗， 用实际行
动展现了 ‘一呼百应 、 为民服
务’ 的精神风貌， 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 疫情防控工作终于迎来
了阶段性胜利。”

李彦涛1989年参军， 成为一
名光荣的西北陆军战士， 同年12
月入党。 2018年8月， 他来到中
铁六局海外工程分公司， 成为一

名任劳任怨、 能吃苦肯吃苦的汽
车司机。 脱下了军装后， 他继续
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 回馈社
会， 传递正能量。

不厌其烦地讲道理
他是活跃的“劝导员”
“请科学佩戴口罩， 保持一

米社交距离， 进出主动出示健康
码。” 5月9日至5月30日， 在丰台
街道游泳场北路社区， 李彦涛身
穿大白防护服， 手持 “小喇叭”，
义务当起社区防疫志愿者。

居家办公期间， 李彦涛第一
时间报名参加防疫志愿者服务，
到丰台游泳场北路社区进行义务
执勤 。 从早到晚 ， 他查验健康

码、 测体温、 做登记， 时而在大
门口执勤， 时而进小区巡逻， 时
而引导居民进行核酸检测……社
区内处处都留下了他奔波忙碌的
身影。

“现在疫情严峻， 大家要重
视， 尽量待在家中！” “这位小
伙儿怎么没戴口罩呀， 疫情这么
严重， 就算倒垃圾也要把口罩戴
上。” 李彦涛化身小区的 “劝导
员”， 不厌其烦地讲道理， 对不
规范戴口罩等行为进行劝导和监
督。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刻，我
们应该站出来，为保障社会安全、
维护社区秩序发挥力所能及的作
用。 作为一名党员，不管工作多
累多苦多危险 ，我都会身先士
卒冲锋在前。 ”李彦涛说。 他还对
游泳场北路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
会主任邓丽华表示： “有什么不
好安排的志愿服务任务都可以交
给我， 我都可以！”

从晨曦忙到深夜
他是认真的“勤务员”
从晨曦到深夜， 从一户门到

一幢楼， 无论是核酸检测点位还
是卡口执勤值守， 每一处都有李

彦涛日夜坚守的挺拔身姿。
李彦涛每天的工作都很忙

碌。 早上4时， 52岁的他就起床
洗漱， 4时30分从住处骑自行车
赶往游泳场北路社区核酸检测
点， 5时10分上楼给红色培养基
试管扫描二维码； 6时30分搬桌
椅 ， 准备好检测物资 、 消毒用
品 ； 6时 50分换防护服 ， 戴上
N95口罩 、 护目镜和双层手套 ，
再套上脚套， 此时已到7时， 他
全副武装准点上岗。

李彦涛会用手机认真给每一
位来检者拍摄证件图片， 核实身
份信息， 发放红色培养基试管，
一直忙碌到10时。 紧接着， 他对
周边楼道及核检地进行消杀， 维
护秩序 ， 这一忙就到了 12时30
分。 简单吃点饭， 12时50分， 他
又换上防护服， 13时开始核酸检
测， 进入拍摄证件流程。

一天下来 ， 李彦涛要对近
7000名社区群众进行核酸检测证
件拍照工作， 同时对周边环境进
行全面消杀， 他始终坚守岗位，
直到晚上临近9时才能放松一会。
每天深夜到家后， 他一头倒在床
上， 累得饭都不想吃。

“疫情形势复杂， 社区工作
人手严重不足。 为了守护我们共
同的家园， 李彦涛主动来到社区
做志愿者帮我们分担工作。” 邓
丽华感慨道。烈日下，每一轮核酸
检测现场都有李彦涛忙碌的身
影；在没有核酸检测的时候，他也
蹲守卡点服务， 严格按照防疫要
求，落实每一项工作；在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他带头当好百姓的“贴
心人”， 日行万步不断奔前忙后；
高温天气， 他身上的防护服里全
都被汗水浸湿，脸上、手上、腿上
勒得都是印子，脱去防护服时，长
时间戴手套的胳膊泡起一层皮，
身上起满了疹子……

“面对疫情， 我总得做点事
情， 心里才会踏实。 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 ， 不管是在家配合隔
离， 还是在社区做志愿者， 这都
是在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
李彦涛说。

李彦涛诠释了他心中 “一日
戎装加身， 一生军魂永在” 的优
秀品质， 秉持 “退伍不褪色” 的
精神， 用实际行动书写了一名老
兵 “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使命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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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地铁“大动脉”贯通无阻

今年39岁的潘二保是北京地铁供电分公司第五维修项目部接触网第一维修部
副主任。 从事接触网工作以来， 他对接触网设计、 改造工程进行了深入研究，
积累了丰富经验。 几年来， 他成功解决了接触网折返线偏磨、 隔离开关烧蚀
等多项疑难问题。 2018年， 潘二保被授予 “全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技术能
手” 称号， 2019年荣获 “北京地铁劳动奖章”， 2022年被授予 “北京地铁
大工匠” 称号。

专治地铁接触网“疑难杂症”
作为一名具有丰富经验的接触网工，

潘二保有着敏锐的观察力， 凭借自己精湛
的技艺解决了很多接触网的 “疑难杂症”。

2016年7月， 地铁物资学院路站的一
个接触网隔离开关出现烧蚀情况， 潘二保
立即与维修部主任研究抢险方案。 当其他
职工着手准备工具时， 潘二保却发现故障
现场设备的传动机构跟一期设备不一样，
于是他立刻调整作业方案， 仔细查看烧蚀
的隔离开关并分析烧蚀原因。 经分析， 隔
离开关的损坏与隧道环境有关， 此外还有
北京早晚高峰人流量巨大、 车辆启动电流
大等多重因素叠加造成开关烧蚀 。 “处
方” 开出， 故障 “药到病除”。 但为了消
除以后的隐患， 潘二保又积极与厂家、 其
他同行商讨解决办法， 经过研判， 决定在
易造成烧蚀处加装等电位线， 解决隔离开
关烧蚀的问题。 像这样的故障， 潘二保不
知道处理了多少次， 每逢遇到接触网疑难
故障他都会主动请缨， 直到故障排除。

针对草房站至潞城站的折返线偏磨严
重问题 ， 潘二保多次观察受电弓磨损情
况， 提出了调整方案。 调整完毕后， 此段
接触网线由最严重时7天换一次线， 优化
调整为接触线磨耗保持稳定状态， 合计每
年减少换线作业48次， 减少更换导线6277

米， 为公司节约成本86万元。

勤学不辍练就高超技艺
为了不断磨炼自己的技艺， 2018年，

潘二保代表北京地铁参加全国轨道交通行
业技能竞赛接触网工全国总决赛。

前期训练阶段， 潘二保遇到了很多困
难， 特别是在作业时间上无论怎么努力都
没有显著的进步 ， 总是不能按时完成作
业。 但是他没有放弃， 仔细研究练习中的
每一个步骤， 反复推敲， 发现自己在训练
中存在的问题， 一步步改进提高。

为了取得更大的进步， 他放弃了很多
休息的时间， 一头扎在练兵线上。 刻苦训
练使他以优异的理论成绩晋级到决赛实操
赛场。 在决赛的关键期， 他和队友一起总
结第一场比赛的经验， 及时优化了考试的
操作步骤， 在众多选手中他顶住压力、 沉
着应对， 最终以第四名的优异成绩为北京
地铁赢得了荣誉。

岗位练兵培养人才队伍
为了让维修部职工更深入地了解接触

网， 2019年， 潘二保根据参加全国总决赛
的个人经验， 通过现场调研， 提出搭建小
型练兵线的想法。 他与维修部主任共同设
计练兵线雏形， 经过实地测量， 最终确定
设计方案并得到了公司采纳， 在东小营车

辆段搭建了小型练兵线。 练兵线包含刚性
接触网、 柔性接触网、 刚性锚段关节、 分
段绝缘器、 补偿装置等设备， 为维修部36
名职工提供了安全练兵的场地。 在练兵线
上， 潘二保以建带练， 让职工进一步了解
接触网从无到有的整个施工过程， 深入理
解接触网应急处置的方法步骤。

5年来， 潘二保先后参与乌鲁木齐地
铁、呼和浩特地铁、埃及地铁、杭绍线等近
200名学员的培训工作，分别授课中级工培
训240课时、高级工培训250课时、技师培训
240课时、主岗培训260课时。 “身为一名工
人，就应该不断淬炼技艺，做好‘传帮带’，
把工匠精神一直传承下去。 ”他说。

疫情之下能为群众做点事心里才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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