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北京康立生医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刚
□本报记者 盛丽

新药开发的领路人

当争

北北京京大大工工匠匠

名片：
徐伟， 1957年1月出

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家庭，
从1974年加入北京三建
从事测量放线工作已40
余年， 现任北京市第三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测量
中心主任 ， 是拥有24项
技 术 创 新 的 测 量 放 线
专家。

荣誉：
2005年被评为北京

市劳动模范、北京市知识
型职工标兵，同年获首都
劳动奖章。2007年被评为
北京市有突出贡献高技
能人才，2008年获北京市
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
201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
模范，2012年荣获北京市
优秀共产党员标兵称号。

绝活：
利用角度平分原理

首创了钢网架球体中心
的瞄准方式，10秒之内在
网架下完成全站仪对任
意空间球体中心三维坐
标的测量；同时根据滚动
原理，利用简单的工具在
5秒内确定出球体上部顶
点，在网架上快速测量球
体的三维坐标。

心中的工匠精神：
我喜欢测量工作 ，

喜欢完成一项项工程 、
解决一个个难题后的成
就感 。 不管做什么都要
有股韧劲 ， 干一行就要
吃透这行 ， 更要一丝不
苟、 精益求精地做好每
一项工作。

———记北京建工集团三建公司测量中心主任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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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秒完成三维坐标的测量
□本报记者 曹海英

测量放线是给高楼定位 、为
建筑施工提供依据、 确保设计意
图和施工质量的关键岗位， 是建
筑施工的第一道工序， 需要人长
期坚持在工程项目的第一线。 因
此，不少刚入门的年轻人觉得，在
工程施工现场一辈子干测量很没
前途。然而，徐伟却在这个岗位上
干了40多年。 他首创了钢网架球
体中心的瞄准方式，10秒之内在
网架下完成全站仪对任意空间球
体中心三维坐标的测量。 同时根
据滚动原理，利用简单的工具5秒
内确定出球体上部顶点， 在网架
上快速测量球体的三维坐标。

40多年测量差错率为零

从北京东方广场到首都机场
航站楼， 从国家大剧院到国家会
议中心， 从汶川地震过渡安置房
到多个高铁站， 徐伟主持了很多
重大高精尖工程的测量放线工
作， 累计施测建筑面积超千万平
方米， 差错率近乎为零。 用周围
同事们的话说， 测量放线已融入
老徐的生活。 “放线我干了一辈
子了， 第一天是这个干法儿， 干
到最后一天我还是这个干法儿。
这样才能把好关， 不给以后的施
工工序造成麻烦。” 干起活儿来，
徐伟会很较真儿。

2009年11月， 徐伟所在的北
京建工集团三建公司中标京沪高
铁新建天津西站站房工程， 工程
事关重大 ， 公司派出了这位老
将， 以确保工程万无一失。 那年
天气格外寒冷， 天津最低温度达
到零下十几度。 50多岁的徐伟为
了工程能够按期实现开工， 每天
在现场的工作时间都长达十多个
小时， 跟车在现场走的路不下30
公里。 为了保证测量精度， 徐伟
在操作仪器时 ， 坚持不穿长大
衣， 不戴手套， 在两米高的测量
平台上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 身
体一动不敢动， 生怕脚步震动影
响了测量精度。

能参与汶川震后援建工程，
是徐伟觉得比较光荣的一件事。
2008年5月22日， 他作为三建公
司第一批援建职工奔赴灾区， 以

最快的速度顺利完成全国首个过
渡安置房示范小区京安小区的测
量定位工作， 为十天十夜建成交
用奠定了基础。 “我负责测量放
线 ， 就得先到现场 。 只有放好
线、 定好位， 才能建好房， 让群
众能早日安居。”

北京三建公司的同事还记得
徐伟在汶川发生的 “惊险一幕”。
2008年5月25日下午，徐伟在江油
地块指导场地测量工作。 为了寻
找测量放线的最佳位置， 他与两
位同事爬上了一幢五层危楼楼
顶。四点半左右，青川县突然发生
6.4级余震，危楼在余震下摇晃得
厉害， 随时有可能坍塌，“我就看
见徐伟在危楼上紧紧抱着全站
仪，一动也不动，一直等到余震结
束， 他又坚持测完点位才小心走
下来。 ”

“测量仪器就像战士手中的
枪， 战场上枪是不能丢的， 这比
生命还重要。” 徐伟说。

从经验阶段走向知识时代

徐伟做放线工作的４０多年，
也是这一工种日益被人重视、 走

向知识化的几十年。 “我当学徒
那会儿， 大伙都管我们叫 ‘放线
的’， 连个工字都没有。 而现在，
放线测量是建筑工地的第一个环
节， 影响着工程的整体质量和进
度。” 徐伟很高兴测量放线工种，
已经从老师傅 “传帮带” 的经验
型阶段， 走向了技术与科技并重
的高知识时代。

工作中， 每每遇到一个看上
去很难的工程， 即便跟自己没关
系， 徐伟也总喜欢琢磨。 当年国
家大剧院开工， 施工方并不是北
京建工集团， 但罕见的椭球体建
筑形状却引起了徐伟的浓厚兴
趣。 每天下班后， 徐伟回家就开
始琢磨， “如果让我干， 我将如
何攻克这个没有直线条的异形建
筑。” 后来， 在一次北京市测绘
协会学术交流时， 徐伟与专家谈
起了自己对该工程的方案， 没想
到专家听后连声称赞。 他爱琢磨
的习惯也一直延续到现在。

首都机场T3航站楼，工程量
特别大。为提高效率，徐伟琢磨出
了一个“妙招”：他先用全站仪定
位出100米×100米的大方格，再找
来四根绳子， 绳子上每隔20米系

上一根彩带， 让工人站在四个点
拉，一下就能定位出20米×20米的
方格网。 “这个方法很实用，别人
一天只能放60个点，而我能放200
个点。 ”

当年， 全站仪在北京建筑测
量领域， 还属于全数字化的高科
技仪器， 很多放线工不会使， 更
别提物尽其用。 “所以， 他们不
敢像我这样 ‘偷懒’， 只能用钢
尺一个方格网、 一个方格网地丈
量、 计算。 这也是为什么我常常
说， 要多学习理论知识。 正因为
有扎实的知识功底， 我才知道哪
里该粗、 哪里该细。”

培养的徒弟都是技术骨干

徐伟不仅熟练掌握传统的测
量仪器， 还跟年轻人一样对世界
领先的测量仪器有着浓厚兴趣。
“上世纪80年代初，2秒经纬仪算
是放线工能用上的好设备。现在，
我和徒弟们出门干活， 带的都是
几十万元一台的测量仪。 ”徐伟和
团队引进和普及了全站仪、GPS、
精密水准，主持的“三维激光扫描
测量应用技术研究”“超高层建筑
施工测量控制技术研究”“近接既
有线基坑及路轨监测技术研究”
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如今，正
在研究的无人机测量技术也将在
地形图绘制和土方测量等测量技
术中发挥重要作用。

2013年， 北京建工三建公司
测 量 中 心 成 立 ， 徐 伟 成 了 这
个 专 业化 、 集约化管理团队的
“带头人”。 “测量中心团队平均
年龄28岁， 是一支朝气蓬勃、 理
论与实践并存的创新型团队， 先
后涌现出多位全国青年岗位能
手、 北京市技术能手等高精尖人
才。” 北京建工三建公司负责人
介绍， 徐伟把技艺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年轻人， 徒弟们也成长为独
当一面的技术骨干， 其中２人获
得北京市技能大赛冠军， 有6名
高级技师、 15名技师， 先后有12
人次获得市级以上的荣誉称号

“我就是要将所掌握的知识
和经验传给更多的人， 为建筑事
业做点事儿。” 徐伟说。

2010年8月 ， 程刚来到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始了填补新药
市场空白和提高药品质量的人生
征程。 7年来的工作， 他实现了
“716” 的坚持———每周工作7天、
每天工作16个小时。

2014年8月 ， 程刚因为长期
劳累和饮食不规律， 身体也亮起
“红灯”。 为了完成纳米抗癌新药
技术关键点的突破， 迟迟拖到9
月才安排手术。 完成手术的第二
天， 他硬是强忍疼痛处理了100
多个与工作相关的电话。

从提高药品质量的角度出
发， 为了减少药品不良反应的发
生， 程刚提出了药品单杂的定性

定量概念， 成功地为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研制出多种药品
杂质标准品， 并推广到美国FDA
和英国皇家实验室。

从事纳米抗癌研究多年， 他
还成功地将纳米抗癌药推向美国
临床， 使得原本活性很强却不能
正常代谢的药品顺利成药吸收，
极具突破性地提高了药品的生物
利用度。

国产药品的一致性评价工作
正在积极启动， 国产仿制药将面
临新生， 程刚带领药学研究团队
率先完成了几十个仿制药一致性
评价工作的药学研究， 并且经过
仿制药的处方工艺反复摸索研

究， 重新变更处方工艺， 目前已
经做到使国产仿制药和国外的原
研药品质量达成一致。

多年来， 程刚一直致力于创
新药的研究开发， 挑战世界市场
空白，针对临床急需药品、短缺药
品、儿童药品、肿瘤用药、罕见病
用药进行研究开发。 他带领的研
发团队， 坚守研发创新、 质量为
先、积极进取、勤恳敬业的信念，
研发出一系列的创新药。

作为新药研究和药品质量管
理领域的领路人， 多年来， 程刚
成功研制新药近百种， 获得发明
专利授权80多项， 并且将技术成
果向市场成功转化， 获得60多个

新药临床批件和30多个药品生产
批件。

作为高层管理者， 程刚十分
注重国际技术交流和学习， 亲自
拜访多名国际诺贝尔奖获得者和
国内知名院士专家， 拜师学艺，
答疑解惑。 作为单位领导， 程刚
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
亲自为单位的中高层和技术骨干
配备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作为导
师。 他言传身教， 推荐同事阅读
让自己受益的书籍。 他鼓励同事
读在职博士和从事博士后研究，
经常请国际相关专业的诺贝尔奖
获得者、 知名专家和国内的知名
院士专家到单位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