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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抢险涉及人民生命财
产安全 ， 需要百分之一百的投
入。” 李红涛曾任房山区水务局
防汛抗旱抢险队党支部书记、 主
任， 今年4月调任房山区水务局
水务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由于所学专业是土木工程，
毕业后李红涛一直从事工程施工
管理工作， 先后取得水利工程、
市政工程、 公路工程一级建造师
证书。 在工作中， 他处处以身作
则、 身先士卒， 在历年防汛抢险
工作中 ， 他不畏艰险 、 冲锋在
前， 为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贡献自己的力量。

城市排水抢险
收获百姓的信任与理解

“保证老百姓平平安安， 所
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李红涛
说， 现场抢险常常不分白天黑夜
连续作战， 老百姓会自发地给他
们送来食物和饮用水， 嘱咐他们
注意身体和安全 。 每每这个时
候， 总会让他的心里涌起一股暖
流， 意识到工作的价值。

城市排水一旦出现问题， 就
会给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影响，
严重的还会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每年汛期， 李红涛都会提前在易
积水路段布防， 一旦出现积水苗
头便会及时处置。 即便如此， 瞬
时雨量过大时还是会造成城市内
部积水， 抢险就是李红涛在汛期
的主要工作。

2021年7月18日一早 ， 李红
涛接到通知， 周口店镇龙乡苑小
区出现严重积水， 他立即带着40
余名队员出发。 现场， 小区的院
子里已经有1米多深的积水， 9个
单元的地下室全部被淹。

李红涛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他一边组织队员把积水排出， 一
边把行动不便的老人搀扶到安全
地带。 4个小时后， 积水被全部

排出。
然而， 第一次排水作业后，

雨势没有停歇， 反倒越来越大，
周口店河水位上涨出现河水倒
灌。 待水位下降后， 李红涛和队
员开始了第二次排水作业。最终，
历经8小时完全排除积水，解决了
小区内居民出行及安全问题。

天黑了， 李红涛的工作并没
有结束。 这场暴雨使得周口店镇
周口店村输水管线损坏， 造成大
面积居民区停水， 严重影响居民
日常生活。 李红涛接到新任务，
立即组织队员为周口店村替换遭
破坏的管线。

“从第一天下午干到了第二
天的晚上。” 李红涛回忆说， 当
时河道里有水， 抢险队员需要跨
河架设管线， 穿好救生衣、 系好
安全带， 用人力把管线扛过去。
经过12.5个小时的抢修， 居民供
水恢复了， 解决了1100户左右 、
3000多人的饮水问题。

山区河道抢险
冲锋在“急难险重” 一线

2021年7月 ， 由于多日强降

雨， 不仅城市内涝频现， 山区更
是受灾严重。 佛子庄乡最高降雨
量单日达到146毫米 ， 沙塘沟 、
陈家沟因砂石冲入河道， 导致行
洪河道堵塞， 冲毁公路， 居民出
行困难。

“沟道末端有一处垃圾处理
厂， 如果不及时解决出行问题，
房山北部地区垃圾无法处理， 堆
积的垃圾导致环境污染同时还会
引发疾病的传播。” 李红涛深刻
理解这项任务的重要性， 第一时
间抵达现场。 通过实地勘察， 结
合多年工作经验， 他现场手绘图
纸， 制定抢险方案， 并组织抢险
队员开展施工抢险。

在抢险过程中 ， 因道路不
通， 居民可能会出现断水断粮风
险。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李红
涛组织专门团队帮助居民运输生
活必需品， 保障居民正常生活。

经过3天不间断抢险， 抢险
队成功完成10公里河道疏浚、 清
理泥沙任务， 并加固河道两侧防
止路基二次损坏。 此外， 李红涛
的团队还架起了两座15米多孔管
涵漫水桥， 解决居民出行问题。

佛子庄乡的抢险工作完成

后， 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 李红
涛又接到新的任务。 因多日连续
降雨， 拒马河水流量剧增， 河水
流速湍急， 导致南尚乐村附近南
水北调穿拒马河暗涵有被冲刷、
损坏的危险。 为确保南水北调工
程不受损坏， 李红涛即刻组织人
员进行丁坝填筑， 用分流方式保
护南水北调管线， 确保北京供水
安全。

在施工过程中， 李红涛始终
坚守在抢险一线， 特别是在筑坝
合龙的关键时刻， 他始终站在水
流湍急的龙口附近， 凭借自身多
年的专业技术工作经验， 亲自指
挥现场机械进行抢险作业。

经过2天奋战， 100余米的丁
坝填筑工作成功引流， 保护了南
水北调管线工程， 保障了周边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遇到大活儿、难活儿，作为
队长就得冲在前边，撑起士气，大
家齐心协力把灾害控制得越早越
好、越小越好。 ”李红涛说。

不断钻研创新
改造升级抢险设备

在李红涛看来， 共产党员不
仅要有吃苦耐劳、 坚韧不拔的优
良作风， 更要有适应时代发展的
知识、 智慧、 技术， 以及创新能
力。

“当年我们到一个学校抢
险， 地下室积水了， 排水车下不
去， 1吨多的排水泵几个大小伙
子根本抬不动 ， 影响了抢险效
率。” 李红涛说， 那次之后， 他
就开始琢磨如何能让沉重的水泵
想去哪就去哪。 很快， 他制作出
了运输推车， 水泵躺下来就可以
推着走， 立起来就能使用。

此后， 李红涛陆续研制出多
款便于排水抢险的工具， 其中包
括龙吸水分水器、 柴油自吸泵组
的车轮支架、 工程抢险车拆装排

水管的快接扳手钳、 改造电动无
人橡皮艇等。 这些经过改装后的
设备可以快速进行部署， 在使用
过程中不受地域限制的同时减少
人力投入， 确保优质高效完成抢
险工作。

设备在应急抢险工作中发挥
重要作用的同时， 也获得了专家
及研究学者的肯定。 其中， 李红
涛带领各部门技术骨干自主设计
制造的适合大型排水泵使用的辅
助工具———分水器， 在2018年北
京市科学技术奖项和实用新型专
利技术评选中获得了北京市水利
学会个人三等奖、 集体三等奖以
及新型专利等奖项。

“在抢险时遇到工具有问
题、 用着别扭的情况， 我就会开
始琢磨 ， 看看怎么能让它更方
便， 更快捷。” 爱动脑、 爱动手
的李红涛说， 自己努力钻研、 不
断创新的原动力都来自于一线。

2021年， 李红涛牵头将设备
老旧、 能耗较大的抢险车进行改
造。 根据发电机的位置， 他调整
安装和固定3台水泵的控制和保
护装置 ， 并对车辆底盘进行加
固， 安装3台水泵控制柜和水泵
固定支架。

“如今， 3台水泵控制柜在
需要时可以撤下， 搬运到合适地
点， 实现远距离排水作业。 空间
狭小的 、 有台阶的 、 深坑等地
方， 现在都可以使用了。” 李红
涛说， 新的抢险车排水效率提高
了26%， 大大节约了排水抢险时
间。

勤勉的工作获得了认可 。
2018年李红涛获得北京市防汛抗
旱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22年获
得全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 在他的带领下， 房
山区水务局防汛抗旱抢险队2016
年荣获房山区工人先锋号称号，
2019年被评为房山区优秀青年突
击队。

风雨潮头砺初心 防汛救灾担使命
———记北京市房山区水务局水务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主任李红涛

□本报记者 刘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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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王星月

主动作为守住劳动者“钱袋子”
———记昌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执法队南口分队负责人袁盛南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根
治欠薪工作的双重压力， 昌平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执法队
南口分队负责人袁盛南坚持 “简
事快办、 急事速办、 特事特办”，
切实维护了广大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

今年春节前夕， 昌平区阳坊
镇某项目发生群体讨薪。 接到案
件后 ， 袁盛南迅速收集相关信
息， 试图从根源了解讨薪缘由。
“事关农民工切身利益， 必须引
起重视。” 考虑到时间的紧迫性
和事件的重要性， 袁盛南带领同
事第一时间进场， 协调推进有关
工作。 通过多方协调， 项目预售
资金监管账户被解封， 农历腊月
二十八当晚， 相关资金顺利注入
开发商账户。 钱到账后， 开发商

没有耽搁， 立即将拖欠的工资连
夜打入农民工专用账户， 并按照
之前报送的工资表于3日内由银

行代发所有工人工资。
欠薪事件是影响社会和谐的

不稳定因素 ， 处理时必须快 、

稳、 准， 这是袁盛南在多年实战
中总结出的经验。 她不仅立足案
情本身， 还重视执法业务培训，
狠抓受理、 立案、 调查、 取证、
处罚、 告知、 诉证等执法环节，
主动作为、 快速化解。

“作为一名普通的劳动保障
监察员， 我觉得很光荣。 只有自
己努力工作， 才能让劳动者真真
切切感受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才能真正让他们劳有所得， 感受
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袁盛南说。

为全力保障劳动者合法权
益， 在接诉即办工作方面， 袁盛
南始终保持24小时待命状态， 无
论刮风下雨 ， 都会做到有诉必
接、 接诉必办。

“保护职工合法权益、 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 是我们劳动保障
监察执法人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袁盛南始终对群众饱含热情， 把
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中。 自她负责
接诉即办工作以来， 累计处理工
单700余件， 响应率100%， 结案
率100%， 满意解决率90%以上 ，
共帮助农民工讨回工资1000余万
元， 无一起案件被行政复议或行
政诉讼， 切切实实守护住了群众
的 “钱袋子”。

十年来 ， 袁盛南始终秉持
“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为民” 的理
念， 热情服务、 严格执法、 坚决
履行劳动监察法定职责， 在平凡
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业绩 。
2021年度， 袁盛南荣获全国人社
系统优质服务先进窗口标兵称
号。

袁盛南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