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队员个个都是“拿证”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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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海英

芦东科技攻关型青年突击队

“我们不光要有精确的计算数据，
还要有数据对比， 更要找寻各方计算
的疏漏和错误。” 北京建工集团三建公
司科技攻关型青年突击队队长芦东这
样理解他们从事的工作。

在房山区循环经济产业园项目中，
就遇到地形地貌复杂， 有高山峻岭和
低谷河道， 土方量计算难度很大这个
问题。 业主方、 设计单位等对土方量
各执一词， 计算量差异很大。 该项目
涉及山体定向爆破 ， 土方成本很高 ，
计算出一个精确的土方量直接关系着
项目的经济效益。 而且项目工期紧迫，
计算土方量的时间仅有10天。 面对考
验 ， 突击队义无反顾地签下 “军令
状”， 队员们全身心投入到计算复杂场
地土方量的项目中。 为了使数据更加
准确、 更有说服力， 他们采用两款专
业软件共同计算分析， 并采用测绘院
和测量中心分别测绘的原始高程数据
作为计算对比。 经过彻夜奋战， 突击
队提前完成了土方量的计算任务， 并
得到了业主方和设计单位的认可。

这仅是突击队攻关项目中的一幕。
2014年12月， 芦东科技攻关型青年突
击队正式成立。 这是一支由80后、 90

后组成的年轻团队， 专注于研究和推
广BIM技术在三建公司施工总承包项
目中的应用。 通过BIM三维技术应用，
突击队创造了早发现、 早处理的高效
施工模式。 一次， 芦东带领着队员连
夜奔赴位于北京延庆的妫河项目驻场
工作， 运用BIM技术进行管线综合优
化设计， 及时反馈、 沟通原设计图纸
问题。 经过连续奋战， 突击队不仅有
效解决了管线排布问题， 更是为之后
的施工过程提供了 “引路灯”， 为项目
部降低成本近60万元。

在攻克一个一个项目的同时， 他
们也在不断学习、 提高整体素质。 有
人调侃地说 ： “突击队里个个都是
‘拿证’ 高手。” 这句话是玩笑， 但也
是实事。 队长芦东获得了工业和信息
化 部 绿 色 建 筑 联 盟 BIM专 家 证 书 、
BIM教师资格认证证书。 突击队员张
磊获得了BIM教师资格认证证书， 袁
立明、 张琴、 朱江、 董仕杰、 堵凯悦
等9人获得BIM从业资格认证证书。 此
外， 王文瑞在第一届中国建筑业钢筋
算量等技能大赛中取得了初赛、 上机
复赛和技能复赛全国第一名的好成绩。

如此高素质的队伍是怎样培养起

来的呢？ 这得益于芦东创立的 “四不”
培养方针： 不单项、 不定点、 不僵化、
不停歇， 其中 “不定点” 是核心。

突击队员陈鹏刚来没多久就 “不
定点” 到了怀柔万达青春广场项目上，
每天反复跑工地测量和修正 ， 运用
BIM技术为项目查找设计图纸中存在
的隐形问题。 项目部工作人员说：“一
天没有突击队的支持和帮助都不行！ ”
突击队员以驻场的方式向项目部传授
BIM技术，全方位地为项目提供技术支
持，确保项目顺利进行。 同时也将BIM
应用普及到项目部成员及业主方 ，
“多点开花” 地进行推广和宣传。

上海SK大厦项目技术难度大， 队
员张奇和董仕杰驻场进行技术支持 。
刚开始的时候， 两人有些 “小想法”，
一是离家太远， 二是对这个项目心里
也没底 。 芦东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

“当我们在技术上碰到难题时， 我们离
成功其实已经很近了。” 两人听后， 调
整心态继续在技术工作中钻研， 没想
到不到一个星期， 他就在一次反复尝
试的过程中找到了攻克难关的窍门 ，
项目部对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庆幸
当时听了队长的劝诫没有选择退缩。”
两人感慨道。

成立至今， 突击队曾获得2016年
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创新杯”建筑信息
模型（BIM）设计大赛“总承包管理BIM
普及应用奖”在内的十余个奖项和中国
建筑业协会“第二届中国建设工程BIM
大赛”单项奖二等奖。同时，突击队在成
长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完成了施工总承
包 BIM深 度 应 用 流 程 梳 理 及 规 范 、
“二三二” 的各专业深化设计及二次出
图模式、 BIM技术与结构计算分析的
有效结合等七方面的创新。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李想/摄

90后团队扛大梁见证成长
薛庆昕青年突击队

中建一局二公司银川阅海湖隧道
管廊薛庆昕青年突击队成员是清一色
的90后， 队长是薛庆昕。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青年突击队成
立了， 兴奋之余薛庆昕觉得自己扛起
了更重的担子。 “从井玉阳青年突击
队里的一名队员， 到我自己扛起青年
突击队的队旗， 这里面又多了一份担
当。” 薛庆昕说。 银川阅海湖湖底隧
道管廊项目是我国第一个水下隧道和
综合管廊合建的项目， 对于薛庆昕来
说， 一切都是新的探索。

在队员孙磊眼中， 青年突击队应
该出现在每一个需要他们的地方 。
2016年7月， 银川遇到了一场十几年来
当地最大的暴雨。 当天一上班， 项目
部就接到了有关部门的电话， 说当地
一个城市污水处理泵站水位需要紧急
抢险， 污水外溢已经危及了周边的清
真寺和周边区域。 孙磊接到通知立即
召集了15名青年突击队成员和30名劳
务人员前往现场。

“这个污水处理厂是雨水和污水
管道共同的， 雨量太大， 已经严重超
出了负荷， 正在从几个豁口往外涌。”
赶到现场的孙磊发现雨水已经漫过了

小腿， 地上有什么已经看不到。 只能
凭感觉蹚水走。

孙磊和泵站负责人沟通后马上组
织青年突击队员分组带领农民工开始
抢险， 分装沙袋， 码沙包围堰， 一切
都在和倾盆而下的大雨抢时间。

经过了两个多小时的紧急抢险 ，
一切终于归于平静， “当时用面目全
非来形容我们一点都不过分， 衣服裤
子都看不出来什么颜色了， 头上脸上
全都是泥和水。” 孙磊说。

今年3月份， 阅海湖湖底隧道管廊
开始启动顶板浇筑工作了， 这对于湖
底管廊施工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

“这个工程顶板厚度1.4米、 长度
60米 、 宽度 45.7米 ， 混凝土方量约
3840立方米。 这么厚的顶板浇筑， 别
说我们这些年轻人没遇到过， 就是有
着几十年经验的老专家很多都没有遇
到过。” 面对大荷载顶板， 项目决定采
用新工艺， 为此前后召开了11次专家
论证， 不断完善施工工艺。

第二天清晨6点， 浇筑工作正式开
始， 可是刚刚打了400多方的混凝土，
天空就飘起了小雨， 看着手机上本周
全部都是晴天的天气预报， 薛庆昕真

正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天公不作美。 浇
筑已经开始就绝没有停下来的可能 ，
薛庆昕立即启动了应急方案， 调整混
凝土坍落度， 改变浇筑方式， 缩短斜
向分层距离 ， 加强振捣 ， 及时收面 ，
收完面后及时覆盖。

“连续29个小时， 我们工作人员
和工人都冻得够呛， 但大家都挺过来
了。” 薛庆昕说。 好在3月的银川雨量
不大， 再加上启动了紧急预案， 这场
雨对工程质量没有造成影响却将体感
气温带到了零下， 29个小时的持续浇
筑， 薛庆昕始终没离开现场。

晚上的浇筑工作尤其难以进行 ，
低温加上劳累， 很多人都出现了超负
荷的状态， “项目上真的是全员出动，
男同志基本上全都在现场轮流值班 ，
项目部其他部门的人员也都深入现场
为兄弟们准备棉衣、 雨衣等防雨防寒
装备， 而且行政部还让食堂专门准备

了热姜汤和加餐专程送到了现场。” 这
段经历对薛庆昕来说辛苦的背后更多
的是感动。

王龙是青年突击队里的一员。 这
次浇筑工作让王龙印象深刻。 “以前
在房建， 我们打底板灰 （混凝土浇筑）
一般也就是50公分厚， 但是这个项目
底板厚1.4米。 因为是穿越湖底的隧道
与管廊合建， 所以混凝土自身防水要
求特别高， 浇筑难度很大， 我们压力
也特别大。” 王龙如是说。

虽然辛苦， 但是回想起来， 王龙
依旧满满的正能量， “当时有一件小
事， 我觉得特别的感动， 原本我们计
划是下一班同事晚上10点半来接班替
换我们， 但是才刚过9点， 他们就全都
来了让我们回去休息。 后半夜我们项
目总监井玉阳、 项目经理于慧江全都
去了现场 ， 为兄弟们加油 、 鼓劲儿 ，
一起盯着浇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