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嗣信

1978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授

予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213人 。
国家开始迎来 “科学的春天”。

这一年， 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
会议举办， 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
生产者称号381人。 财贸系统 “鼓起了
学先进、 赶先进、 超先进的干劲”。

作为1978年获评的劳模， 他们亲
自参与到了改革开放的建设中， 亲眼
见证了改革开放给社会主义中国带来
的巨大改变。 可以说， 他们是与改革
开放共同成长起来的一代劳模。

如今40年过去了， 那些曾经青春
洋溢、 热血沸腾的劳模们早已垂垂老
矣。 然而， 在他们身上， 却始终有一
股穿透时空、 震荡人心的力量， 必将
继续激励新时代的改革弄潮儿……

03

劳
动
者
周
末

专
题

2018年
8月11日
星期六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版
式
设
计

王
巍

版
式
校
对

吉
言

改
革
开
放
第
一
代
劳
模
寻
访

1978年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
原北京建工局局长

□本报记者 金海鸥 文/摄

永远创新 永不止步

62岁时， 他受命担任北京西客站工程建设总
指挥部总工程师， 首次应用1800吨钢桁架整体提
升的新工艺。 71岁时， 他是首都博物馆新建工程
业主委员会总工程师， 该工程先后获得 “鲁班奖”
“詹天佑奖” 等奖项。 75岁时， 他成为 “奥运工程
总指挥部08办” 领衔专家， 主持参与北京奥运场
馆建设的重大技术攻关。 如今已经88岁的他， 依
然坚持每天上下班， 风雨无阻。

改革开放以来， 他主持参与了多项工程建设，
并成为北京市地标性建筑， 见证了北京四十年来
的蓬勃发展。 他就是1978年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
1995年全国劳模、 原北京建工局 （现北京建工集
团） 局长、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杨嗣信。

退休， 不退岗！

北京， 海淀， 中关村大厦。
在北京双圆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一间办公

室， 记者见到了杨嗣信。 眼前这位清瘦的老人有
着坚定的眼神， 铿锵有力的声音， 讲起话来如凌
风一般， 潇洒干脆， 让人很难想到他已经88岁了。

早上8∶30， 杨嗣信会准时来到办公室， 开始
一天的工作。 作为北京双圆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
司专家， 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参与一些建筑工程的
标准审查以及每周一次的专家会。

书桌两旁摆着厚厚的建筑施工书籍和资料 。
工作不忙的时候， 他便埋首于这些新的工程技术
与建设项目中， 随时汲取 “营养”。

“学习很重要！ 以前我都是到工地上边实践
边学习， 现在年纪大了， 到不了一线， 我就在这
里学习， 写写东西。” 杨嗣信指了指桌子上的一摞
书， “这些都是我近年来主编或者参与编写的。这
本是去年新出版的，100多万字，我任主编，里面每
一篇稿子都是我过目修改过的。 从头看到尾， 不
敢懈怠。” 话语间， 透着一股子扎实严谨的态度。

1997年， 67岁的杨嗣信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
由于经验丰富， 加之个人意愿， 退休后的杨嗣信
并没有离开工作岗位， 而是被安排到当时北京建
工集团 （前身为北京市建工局） 所属的 “双圆咨
询监理公司” 担任专家顾问， 并先后参加了几个
万平方米级的大工程， 任项目技术总顾问。

首都博物馆新建工程、 国家大剧院工程、 中
国国家博物馆改造、 奥运工程等， 都是杨嗣信退
休后参与建设的。 用他自己的话说： “退休后似
乎更忙了。 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 就是特别喜欢
工作， 你不叫我工作了， 我就活不了了。”

事实驳倒“洋” 专家！

1952年， 上海之江大学 （现同济大学） 毕业
的杨嗣信被分配到一机部基本建设局施工技术室，
开始了 “北漂” 生涯。 来北京的第二天， 他便走
遍了北京城。 “那时候的北京远不及上海繁华 ，
一圈走下来， 只看到两三幢八层以上的建筑。” 杨
嗣信回忆道。 当时， 他就立下誓愿， 要把北京建
设成国际一流的繁华大都市。

在杨嗣信看来， 北京市容市貌真正发生巨大
变化， 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 “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 放眼全北京只有十来台塔吊。 而改革开放
后不久， 北京长城饭店、 长富宫饭店等高层建筑
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 杨嗣信告诉记者。

长城饭店是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第一家中外合
资的豪华型旅游饭店， 也是由美国人设计、 用美
国标准的第一个大工程， 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1979年冬天， 六建承接了长城饭店的施工任
务。 那时候的杨嗣信已经是六建的副总工程师 。
“美国的标准和我国的标准不同， 所以我们在施工

的时候不能直接按照美国的设计图纸来做。” 杨嗣
信说。 为了保证美方设计所要求的质量， 同时又
为我国节约资金， 杨嗣信和工作人员经常要通过
认真调查、 反复试验， 掌握充分证据， 与美国工
程师协商、 辩论。 在混凝土材料的使用上， 双方
便发生了分歧。 我国确定混凝土标号的试块标准
是立方体， 与美国的圆柱体不同。 按照美国标准
的300号， 其强度只相当于我国标准的200多号 。
杨嗣信据理力争， 多次交涉， 甚至将图纸、 数据、
说明书等电传到美国， 使美方最终同意适当降低
标号， 为国家节约了数百吨水泥。

“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我们要虚心学习和借
鉴，但是也不要盲目，我们有他们没有的优势。 那
就是有坚强的领导， 有以主人翁态度对待工作的
职工。” 工程结束后， 杨嗣信总结道。

公认的“托塔天王”！

身材瘦小的杨嗣信 ， 却有一个响当当的名
号———“托塔天王”。 这要从建设北京亚运会的献
礼工程中央电视塔说起。

1988年，58岁的杨嗣信卸任北京建工局局长职
务，改任局总工程师，同年被任命为中央电视塔施
工技术领导小组组长， 负责该项目的技术工作。

中央电视塔是当时亚洲第一、 世界第三高的
建筑， 承载着多项综合功能， 质量要求高、 施工
技术复杂、 工期又紧， 可以说难度和风险非常大。

就在杨嗣信接下任务的前几天， 施工现场出
了一次大事故。 “一位在下面操作的工人， 被上
面掉下来的电动葫芦砸死了。” 为了确保接下来的
施工安全， 杨嗣信不顾个人安危， 独自跑到事故
现场， 踩着内脚手架一直往上爬。 一边爬一边问
候坚守岗位的职工， 征求意见， 查看施工设施，
尤其是注意检查内脚手架和垂直运输工具……

时间进入1990年， 亚运会即将召开， 中央电
视塔也马上就要竣工。 可杨嗣信却遇到了十分棘
手的问题： 那个随着中央电视塔主体结构升到322
米高空的巨大塔式起重机如何卸下来？ “这是国
内没有先例的技术难题。 一家美国公司提出到现
场指导， 但居然要价140万美元。” 杨嗣信皱了皱
眉头， “后来， 我们决定自力更生！”

杨嗣信主持技术研究领导小组和多位专家反
复研讨， 最终确定采用斜缆索降落塔臂的施工方
案， 而塔身则从电视塔筒体内部下落拆除， 由广
电部天线施工队负责实施。 1990年8月17日上午，
在广播电视部天线施工队的精心操作下， 塔臂顺
着钢索平稳下落。 这项工程， 共确立了9项科研课
题，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受到首都各界关
注。 杨嗣信也因此被媒体誉为“托塔天王”。

1978年3月，杨嗣信参加了全国科技大会，被授
予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这次大会上，最让他
感到兴奋的是亲耳聆听了邓小平同志在开幕式上
的讲话，让他更加坚定了技术革新与科研的信心。

在杨嗣信超过66年工作生涯中， 创新的项目
已经数不清了。 他办公室的两个玻璃书柜里， 摆
满了大大小小红色的证书， 还有一些被收藏在看
不见的角落里 。 直到现在 ， 杨嗣信依然在进行
“超长大体积混凝土结构跳仓法技术” 研究， 以取
消后浇带施工技术， 创新施工方法。

在杨嗣信看来， 劳模必须要永远具有创新精
神。 “一个劳模不创新的话， 不能叫劳模。 一个
工程技术人员， 也必须具备技术创新的本领， 否
则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科技人员。”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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