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板笔直，目光炯炯，光从外表
看，很难想到，和韧已经 66 岁。老和
是北京市志愿联合会特聘专家，做志
愿者已经 11 年，近 5 年每年志愿服务
超过 1300 小时，曾获评西城区志愿
者联合会的“终身成就奖”。

和韧与志愿服务结缘是在 2006
年。这一年，和韧带领一家三口报名
成为北京奥运城市志愿者，从此便一
发不可收拾。

在北京生活了 60 多年，和韧对
北京的碧水蓝天、一草一木，都极为珍
视。“我亲眼见证了北京的飞速发展，但
近几年也越来越感受到，我们对大自然
索取的太多了，大自然现在需要我们更
加细心地呵护。”和韧说。

2009 年退休后，志愿服务工作
成为和韧生活的重心。多年来，和韧
自觉改变自己的出行方式，购买碳汇、
参加义务植树、担任高校环保辩论赛的
评判、推广垃圾分类，以自己绿色健康
的生活方式，弘扬志愿服务精神，传
播绿色环保理念，为北京的绿色环保

献计献策。
志愿北京网站记录，和韧的志愿

服务已经有 5664 小时。2013 年，和
韧从报纸上得知，北京市人大正就

《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
（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在网上向全
市征求意见。他结合自己志愿服务
的经验，通过网络和参加市政府法制
办、市人大法律委员会座谈会对《条
例草案》输送意见，针对《条例草案》
中一些条款的操作性，提出了自己的
建议与意见。

同年 9 月 17 日，市政府召开首都
大气污染防治动员大会，和韧代表首
都环保志愿者和普通市民在大会上
发言，发出了“同呼吸、共责任、齐努
力”的号召，动员公众参与清洁空气
行动。

和韧很喜欢孙楠演唱的歌曲《搭
把手》。他说，志愿者的工作就像歌
中唱的：就是“搭上一把手”。他所做
的，其实就是搭把手，共同保护我们
的环境。 郝雅莉

在平谷区夏各庄进京口的停车场，
一辆辆大货车从杨东宁身边呼啸而过，
瘦小单薄的她穿着制服穿梭在车流中，
检查重型柴油车。

短短几分钟，杨东宁一口气检查了
5 辆大货车。每次蹲下身她都离排气口
非常近，尾气扑面而来，而她却从不戴
口罩。杨东宁说：“戴口罩虽然能阻挡
一些尾气，但工作起来不太方便。”

夏各庄检查站是北京的东大门，天
津蓟县、山西的重型柴油车都从此地经

过，司机师傅们都在赶时间，杨东宁不
戴口罩，就是想和车主能尽快说清楚尾
气超标存在的问题，节约他们的时间。

检查一辆车大约 3 分钟到 5 分钟，
有的司机比较配合，有的则需要反复劝
说。正说着，杨东宁就遇到一位尾气超
标却不肯接受处罚的司机。虽然 300
元已然是最低限了，但司机仍然很不服
气。

杨东宁说，自从来到这个岗位，每
天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些车主对环保

处罚不理解，也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我们一是普法，二是耐心劝说。

这时，杨东宁接到家里的电话，5岁的
儿子都知道这几天橙色预警妈妈要加班
夜查，答应儿子的出游计划又要搁浅了。
从2008年参加工作，杨东宁在环保一线一
干就是 9 年，虽然辛苦，但从未想过离
开，她说每天能看到远处的蓝天，是她
最大的幸福，也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礼
物。没有豪言壮语，但这是环保一线工
作者最朴素的情怀。 朱晓彤

杨东宁

穿梭在车流中的女孩儿

北京市平谷区环保局机动车
排放管理站杨东宁

每天有不少人通过北京市环境保
护监测中心的官方微博了解空气质量
实况和未来空气质量预报，作为安排出
行的参考依据。监测中心信息化室的
高级工程师马俊文，就是负责空气质量
实况和预报的幕后编程人员。

马俊文娴熟地敲击着键盘，查看各
监测子站数据上传是否正常。提起由他
主导开发的“一键登录”空气质量预报业
务支撑平台，马俊文说：“我就是利用所学
的知识搭建了一个平台。”而这个平台，不

仅支持远程监控子站运维，更是将大气室
人员从大量烦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将更
多的精力投入到科学准确的预报中。

马俊文笑称自己是“打杂的”，因为
信息化工作是烦琐、多变的。为了能更
好地为各业务部门服务，已有的信息化
系统经常需要调试、更新，以满足技术
人员工作需要。而这个过程会遇到很
多技术难点，编程团队解决不了，马俊
文就亲自上阵，边学边干。

“有一次机房出现故障，大概凌晨

三四点的时候，马工接到电话后很快就
到了现场，我们尝试恢复业务，一直忙
到天亮。”同事石讯超说。

为了能让空气监测数据曲线图“动”
起来，可以随光标位置出现站点数据，马
俊文搜集资料、学习了一个多月，开发出
了新的图形，在监测中心的官网上应用。
马俊文从不对自己的成绩多说什么，总
是默默将工作做到尽善尽美。说到各
种加急的任务，他也不过是用“工作量
有点儿大”一带而过。 郝雅莉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刘扬，一个高大
帅气的年轻人，在综合稽查科工作，主
要负责全市各区县处罚情况的汇总、分
析、调度、督查和稽查考核，工作纷繁复
杂。接任新工作后，刘扬兢兢业业，最忙
的时候，他半个多月吃住在单位。也因为
高强度的工作，他差点失去眼睛。

刘扬说：“去年 4 月初，眼睛有点发
痒、干涩。当时工作忙没注意，直到5月发
现有块黑影，视野缺失，才在家人和同事
的催促下做了检查，医生说是局部性视网
膜脱落。需要手术治疗，但已经错过了最

佳手术时间。”抓紧最后治疗时间，刘扬顺
利做了手术。术后，医生要求他至少休息
一个月，可刘扬却放不下手里的工作，在
休息期间，还坚持用另一只眼睛完成了之
前没做完的工作。

在 刘 扬 的 办 公 桌 上 ，放 着 两 副 眼
镜，不是近视眼的他手术后却离不开这
两副眼镜了。刘扬说：“一副是太阳镜，
手术后，医生嘱咐眼睛要避免强光，所
以只要到室外我就要把它戴上。另一
副是平光的，防辐射抗疲劳。”

对于工作的付出，刘扬无怨无悔，

唯一心存遗憾的，是没能见奶奶最后一
面。刘扬说：“奶奶一年前住进医院，今年
3月9号接到父亲电话说奶奶去世了，当时
我在外地工作也没能回去看她。”

除了对奶奶的愧疚，对 4 岁多的女
儿，刘扬也觉得很亏欠。清明小长假，
因为有临时加班任务，刘扬连续工作 12
天没回过家，也没能好好陪陪孩子。

刘扬说：“虽然没有太多时间陪家
人，但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们呼吸
到洁净的空气、生活在蓝天白云下，也
是一种弥补。” 丁雨涵

6 年前，冯志军从部队转业进入北
京市环境监察总队成为一名一线执法
人员，经他手的案子，数以千计。

2017 年 3 月 4 日，冯志军和同事联
合门头沟区环保局对北京某热力管网
公司进行日常执法检查时发现，这家公
司未按操作规程向脱硫池中加碱，导致
二氧化硫严重超标，冯志军初步判定这
一行为已构成行政拘留要件，随即通过
与警方建立的联合工作站，对此案进行
通报。经市公安局环食药旅安保总队

核实，确定这家公司涉嫌环境违法，一
名犯罪嫌疑人被行政拘留 10 天。这是
北京市第一起大气类行政拘留案件。

对于这起案件，冯志军付出了很多
心血，也摸索出很多经验，他把经验总
结起来，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同事，为以
后类似的案件提供了参考。

然而执法起来不留情面的他，内心
却在这起案件上久久不能平静。冯志
军说：“我常年在基层执法，和这些厂家
都很熟，平时工作他们也很配合。以前

法律没那么严，这种情况最多是处罚，
现在要拘留人，多少有些于心不忍，但
是法律就是法律。”

在同事眼中，他是这样的：“老冯是
个工作认真的人，特别注意细节”“老冯
特别敬业，勤劳刻苦，很有原则”；在儿
子眼中，他是这样的：“他工作忙，从来
没有管过我学习，我都大了，也会做饭
了，快中考了我能照顾自己”。不论白
天黑夜，冯志军总是站在执法一线，身体
力行守护北京的蓝天。刘和旻 丁雨涵

“你好！我是北京市环保局放废中
心的，我叫张晓娜，这是我的执法证，请
您配合一下我们的现场检查。”

张晓娜是北京市城市放射性废物
管理中心的一名辐射安全监督管理员，
每天的工作是检查极其危险的放射源，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这样的工作既神秘
又危险，既严肃又古板。张晓娜却每天
上岗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利利索
索。她说这样才能提起百倍精神投入
工作。

在检查现场，张晓娜手里的检测仪
器一靠近装有放射源的信封，就发出嘟
嘟的报警声。但张晓娜非常镇定，她
说，在这样的工作环境里，放射源的剂
量在安全范围，不过它表面剂量比较
高，所以仪器会报警。

每天与射线装置打交道，家里人不
担心吗？张晓娜说：“家里的担心一直
都有，尤其是在她有了孩子以后，但这
份工作，总是需要有人来承担的。”张晓
娜 2007 年开始在放废中心工作，一直

在一线从事辐射安全现场监督检查。
作为母亲，张晓娜觉得愧对孩子，

遇到应急备勤，要就连续几天 24 小时
在现场不能回家，一想到女儿在电话里
说“想妈妈”，她的泪水就在眼眶里打
转。但一向坚强的她每次都这样告诉
女儿：“妈妈有比较重要的工作，妈妈是
一个共产党员，要尽一些工作上的义
务。”晓娜很高兴在她的安慰下孩子能
理解，而且为她感到骄傲。

朱晓彤

33 岁的于露萍是房山区环保局大
气科科员。房山区燃煤锅炉基数大、分
散广，同时清洁能源设施覆盖能力欠
缺，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工作难度很
大。作为负责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
的专职人员，这对于露萍的业务知识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在能源替换、产业调
整、工业治理等方面的重点措施，如何
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因地施策、精准治
理，对工作智慧也是一大考验。

于露萍和同事通过走访、调查，将

改造涉及的政策等问题进行汇总发放，
让企业及时了解相关信息。主动出击，
杜绝被动执法，让企业转变思维，由“要
我改”变为“我要改”。

2013 年~2015 年，房山区累计完成
燃 煤 锅 炉 清 洁 能 源 改 造 614.5 蒸 吨 。
2016 年，在建立健全燃煤锅炉动态更新
台账基础上，单独制定分年度燃煤锅炉
清洁能源改造工作方案，着力推进改造
工作，当年完成改造任务 1648.5 蒸吨，
超额完成市政府下达的 800 蒸吨年度

任务指标。
于露萍说：“近年来新出台并生效

的环境法律法规比较多，这需要我们有
扎实的业务功底和实干精神，要做到心
中有数、正确执行。当前环保工作正处于
负重爬坡的状态，时间等不起、精力耗不
起、工作拖不起，更需要我认真履职。”

于露萍就是这样简单、平凡、勤勤
恳恳，正是有了一个个像于露萍这样普
通岗位的工作者，拼搏着、奋斗着，天蓝、
地绿、水清才得以逐步实现。张鸿波

不忘初心永坚守
——北京环保人物风采 作为北京首任环保公益大使，

北京电视台的新闻主播聂一菁多年
来坚持以实际行动向公众宣传环
保，从点滴做起，从自我做起，传递
着环保正能量。

见到聂一菁时，她正忙着新闻
直播前的准备工作。作为新闻主
播，聂一菁的生活是很紧张而忙碌
的，但即使这样，她也不忘做个环保
有心人，在生活细节上践行环保。

“比如在工作当中打印资料时，尽量
双面打印；还有洗手，在涂香皂的时
候，把水龙头关掉；北京市每周限行
一天，而我在没有特别着急的事情
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跟同事
家人拼车出行，或是乘坐公共交通
出行。”聂一菁介绍说。

聂一菁的中学时代是在山明水
秀的桂林度过的，那里的自然山水、
蓝天白云与她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也成为她环保意识的启蒙。现在环
保已经成为聂一菁生活的一种习
惯。聂一菁觉得，有一句古训最能
体现她对环保的态度，“勿以善小而
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环保就是
举手之劳，日行一善。

2013 年 6 月 5 日，聂一菁正式受
聘成为首届北京环保公益大使，由此
拉开了“为美丽北京加油”主题宣传活
动。在“光盘行动”公益广告、牵手蓝
天主题活动、北京环境文化周、节能宣
传周上都能看到她的身影。“无论是作
为新闻主播还是环保公益大使，保护
环境，我永远在路上。”聂一菁说。

罗湘凌

2016 年 3 月 27 日，知名演员李
晨被北京市环保局聘任为第四届北
京环保公益大使。在环保公益大使
聘任仪式现场，李晨表示，作为一个土
生土长的北京人，他将会积极履行大
使职责，不仅要从自身做起，自觉践行
绿色生活，还要带动影响自己的影迷
及社会各界的朋友，共同关注环保、
参与环保，为美丽北京加油。李晨
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李晨早在 2014 年就发起“晨路
公益计划”，号召大家关注环卫工
人，保护环境从自身做起；还曾代言

“抵御全球气候变暖，保护北极熊生
存环境”公益活动，并参与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与微公益共同发起的“挑
战两个地球”行动。

2016 年 5 月 23 号，李晨以“北
京环保公益大使”的身份出席在内
罗毕举办的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
会，针对中国空气质量的相关问题
发表了演讲。李晨说：“环保不只是
一句口号，而是影响更多的人行动
起来，一起守护蓝色天空，身体力行
为环保做贡献。”2016 年 10 月，李晨
呼吁高校学子参与首都高校环境文

化季活动。2017 年 1 月，李晨倡导大
家春节期间少放烟花爆竹，共同为#
清新过年#微博活动代言，活动微博
收获 11.6万阅读人（次）。

李晨成为北京环保公益大使一年
来，为环保工作做出了积极尝试和努
力，践行了自己的承诺，让我们期待被
影迷亲切称为“大黑牛”的他在环保路
上越来越“牛”。 罗湘凌

一线环保工作者

马俊文

监测数据背后的理工男

刘扬

桌上摆着两副眼镜的年轻人

冯志军

总是站在执法第一线

张晓娜

与危险废物打交道的漂亮妈妈

于露萍

平凡岗位上认真履职

聂一菁

从我做起传递环保正能量

李晨

“大黑牛”在环保路上越来越“牛”

和韧

搭上一把手，共护我们的家园

环保公益大使

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信息化
室高级工程师马俊文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综合稽
查科刘扬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一线执
法人员冯志军

北京电视台的新闻主播聂一菁

知名演员李晨

北京市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
中心辐射安全监督管理员张晓娜

北京市房山区环保局大气科
科员于露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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