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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的都是在这个岗位应
该干的， 没想到能评上首都劳动
奖章，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
王彩云面带微笑地说。 王彩云是
北京市城市排水监测总站有限公
司党支部组织兼宣传委员、 工会
主席、 副总经理。 她给人的第一
印象是谦虚。 在公司员工的印象
中， 她每次和大家谈心聊天， 都
是语气平稳、 态度温和、 眼神坚
定。

20多年来， 王彩云一直从事
水质监测工作， 兢兢业业， 她的
努力与奉献也收获了诸多荣誉 。
2015年至2017年， 王彩云受北京
市水文总站及通州水务局委托，
完成了北京市黑臭水体监测判定
工作， 并获得北京水务科学技术
奖三等奖。 2017年， 她获得国家
认监委颁发的国家级资质认定评
审员资格证书。 2019年， 经北京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准，
王彩云被聘为北京市评标专家。
2022年， 她获得首都劳动奖章。

20年来足迹遍布京城
各处

自 2001年 7月参加工作起 ，
王彩云就加入了排水监测总站，
二十年来始终根植水质监测行
业。

作为公司乃至行业的 “元
老 ”， 她参与过150余项工作项
目， 其中重要项目包括在线自动
监测系统在处理厂的应用、 北京
市城区排水设施运行监测、 北京
市通州区村镇供水检测等水质检
测， 以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河
道断面水质监测服务等。 在这个

过程中， 她从最基层的检验员、
技术员， 一路成长为公司的质量
负责人、 项目执行负责人， 到主
管技术工作的副总经理。 二十多
年来， 她的工作足迹遍布北京各
处， 用丰富经验成就了自己， 更
将无悔青春奉献给了首都水质监
测行业。

工作中的王彩云热爱学习，
敢于钻研。 来到监测站没多久，
领导就交给她一项大任务———启
用新设备、 研究新方法、 拓展新
项目。 面对没有中文说明书的进
口设备， 王彩云只能用当时 “最
先进” 的办法———查字典， 一行
一行翻译， 一页一页地理解。 入
门后， 她发现这些进口设备能极
大提升生产效率， 于是更加积极
主动， 请教专家、 采买配件， 最

终让排水监测总站成为了行业内
最先使用新设备、 启用新方法的
单位。

勇于攻关 助力首都水
质监测工作发展

王彩云喜欢解决技术问题，
“因为解决问题的过程既可以提
升自己， 还可以帮助他人。” 王
彩云说。

2007年， 她临时受命接手了
5个污水处理厂在线监测系统的
后期建设和运维工作。 那段时间
她经常开着自己的小车， 反复折
返于城南、 城西、 城北， 自己上
手拆装、 实验， 最后成功实现了
污水处理厂在线监测系统在北京
市的首批验收。

2015年， 她还带队参加了北
京市黑臭水体判定工作。 在时间
紧任务新的情况下， 组织技术团
队攻坚克难 ， 紧急选型适用设
备、 探索快速准确的判定流程，
高质高效地完成了该项工作， 并
获得了北京水务系统的 “北京水
务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迎难而
上、 勇挑重担， 王彩云用行动践
行着党员领导干部的使命， 助力
水质监测行业发展。

王彩云始终保持在监测事业
上探索、 钻研的劲头， 在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市
政技术》 等专业期刊上发表了多
篇论文， 参加 《城市污水水质检
验方法标准 》 （CJ/T 51） 《城
镇污泥标准检验方法 》 （CJ/T
221） 标准修订工作等 。 凭借丰
富的经验、 过硬的专业素养， 王
彩云获得行业内的一致认可 ，
2019年成为北京市评标专家库的
专家。 多年来， 她始终秉承 “用
个人专业推动水质监测行业发
展” 的信念， 坚守在水质监测一
线。

注重专业团队建设和后
备力量培养

作为排水监测总站分管检验
监测业务的负责人， 王彩云注重
专业团队的建设和后备力量的培
养， 积极组织内外部培训， 鼓励
团队内的年轻人积极投身专业技
能考试及职称评审， 指导大家参
加各种专业竞赛。 2012年、 2014
年， 她分别选派青年员工参加职
业技能大赛 ， 均取得了优异成
绩， 做到以个体的提升带动团队

的整体提升。 同时， 王彩云致力
于拓展公司业务范围， 为顺利帮
助公司通过2012年底的复评审工
作， 申请将现场评审时间提前至
11月。 当时， 她顶着孕肚组织检
验监测团队接受了专家组的现场
评审和考核。 而在2013年初， 她
又主动提前结束产假， 正式接手
公司核心部室检验部的管理工
作， 带领团队对市场客户的整体
需求进行分析评估， 先后组织了
多次扩项认证。 经过近十年的努
力， 目前公司资质认定能力已达
到八大类543项 （不重复项）， 每
年完成的监测数据量从2013年的
13.2万 ， 到2021年已超过28万 ，
使得公司能够更全面、 更高效地
服务于首都水质监测工作。

在员工心里 ， 王彩云是领
导， 是专家， 是遇到难题时的主
心骨， 更是愿意倾诉的知心人。
工作二十年来， 经历种种岗位，
王彩云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 始
终怀揣 “为人民服务” 情怀。 王
彩云的办公室里常备着一双运动
鞋， 方便她随时到一线去。 在落
实检查监督任务的同时， 她更喜
欢和员工谈谈工作、 唠唠家常、
问问意见， 真正把员工的话记在
心上， 落到实处， 员工认可度很
高。

王彩云说， “首都劳动奖章
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饱
含着公司员工的信任和各位领导
的期盼。 今后我将立足岗位、 不
忘初心 ， 投身在水质监测事业
中， 继续保持谦逊、 继续努力，
发挥出自己更大的价值。” 没有
过多华丽的辞藻， 平凡的词句彰
显了她坚定的决心。

“通信兵号称‘听风者’，是军
队中担负军事通信保障任务的专
业兵种……” 说起自己退伍前的
兵种， 北京公交集团保修分公司
四厂保修工刘丙佳就双眼放光，
有说不完的话。

信号专业是一个十分单调及
乏味的专业， 错综复杂的莫尔斯
电码， 变幻莫测的手旗部位都令
人眼花缭乱、头皮发麻，很多人都
望而却步。 而刘丙佳却坚决服从
组织分配， 发誓要在信号专业干
出一番成绩。

“从头做起，像背字根一样，
一遍又一遍地对这些符号做强化
记忆。 为了训练听觉和视觉的快
速反应，我每天头顶烈日，收看灯
光莫尔斯符号。在别人休息时，我
就主动加练手旗部位， 以此锻炼
自己的条件反射能力和同步 ‘翻
译’速度。 ”刘丙佳说。

2007年， 刘丙佳代表部队参
加基地举办的通信专业比武。 在
全部十二个单位32位参赛人当
中， 获得理论知识第一名和总分
第三名的成绩。 由于在部队中表
现优秀， 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考
试均为满分，刘丙佳被评为“优秀
士兵”。

2008年， 复员后的刘丙佳进
入公交集团保修分公司四厂，成
为一名“公交车医生”，一干就是
14年。 来到公交维修岗位的刘丙

佳依然坚守刚毅、认真、不怕输、
不怕累的军人风采， 续写着绿色
军魂。

作为一名修理工， 首要任务
是修好车、保障车辆正常运行。为
了培养刘丙佳这个技术 “新兵”，
保养班组的周勇等老师傅手把手
教授技能。 刘丙佳也深知维修技

能是立身之本， 他除了每天仔细
记录师傅现场的教学以外， 还利
用工余时间查看维修书籍查漏补
缺， 在锻炼实操能力的同时精进
理论知识。

“‘看十遍，不如自己动手干
一遍’是周师傅的口头禅。为了让
我这个门外汉尽快转变角色，他

可真没少下功夫。每一个动作，每
一次操作流程，他都手把手教，随
时纠正错误，并把自己总结的‘技
术秘籍’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 ”
拜名师、精技能，刘丙佳同其他希
望精进技能的年轻修理工一起，
积极参与企业的职工赋能机制，
像海绵一样吸收先进的维修技
术。短短一年，刘丙佳就从最初只
能给别人打打下手， 迅速成为班
组里能独当一面的维修技术人
才。

2021年， 师傅周勇带领刘丙
佳和另外几位同车间的退伍军人
参加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车辆保障小分队。 由于
保障任务都在晚上进行， 大家都
是集中十二分精神巡检查车，生
怕漏掉一个细微的安全隐患。 当
上会车辆驶入停车区后， 大家会
第一时间打开后机舱， 顶着发动
机散发的高温进行隐患排查。

夜晚的小风吹在浸透汗水的
工装上， 让大家禁不住打寒颤……
休息时，刘丙佳对周勇说：“师傅，

这次保障任务结束后， 您答应我
一件事呗？ ”说着，就从上衣口袋
里摸出了之前写好的入党申请书
递给周勇。“好小子，像我的兵！我
做你入党介绍人……”说完，周勇
那只粗糙而有力的大手拍在刘丙
佳的肩膀上。

“我是公交人，也是一名退伍
军人。虽然离开部队多年，但在国
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我会毫不
犹豫地挺身而出， 绝不退缩！ 同
时，我还是一名‘公交车医生’就
像是一枚小小的螺丝钉， 实践着
精检细修、维车保运的理念，甘当
幕后英雄， 护航公交车的安全出
行。 ”寥寥几句话，说出了刘丙佳
这名退伍军人的担当。

在公交保修工作的14年， 刘
丙佳参加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
建党百年庆祝活动等多项保障工
作， 先后获得过 “服务保障奥运
记功员工” “优秀服务志愿者”
等荣誉。 刘丙佳用14年的敬业工
作诠释了一名老兵 “退伍不褪
色， 军装穿在心” 的情怀。

根植水质监测行业20余年
———北京市城市排水监测总站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副总经理王彩云

北京公交集团保修分公司四厂保修工刘丙佳：

军装穿在心的“公交车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