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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奔波在一线30多年的“拼命三郎”

如果说土建结构， 好比是一
个人的躯干， 那么机电等专业施
工就像是这个人身上的一条条神
经元 ， 它赋予工程以 “灵动 ”。
在北京城建集团施工总承包的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核心区工
程施工现场 ， 有这样一位建筑
者， 他勇挑重担， 组织4个机电
管理区域、 14家劳务队， 毅然挑
起了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主航站
楼机电施工管理大梁； 他细致入
微， 昼夜深入施工现场检查管线
安装情况， 绝不放过一个细节误
差； 他无私奉献， 汛期48小时坚
持在施工一线组织防汛……这就
是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工程
项目副经理李文保， 同事们口中
的 “拼命三郎”。

面对困难
他智勇双全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主航站楼
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 共计106
个管道系统， 后期机电设计施工
图过程调整量大。 机电工程深化
设计所涉专业众多， 各系统覆盖
面广 ， 交互点多 ， 协同工作量
大。 面对超复杂的机电系统和协
调量巨大的施工组织 ， 李文保
“拼命三郎” 的劲又上来了， 再
次施展了“智”“勇”双全“绝技”。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是他的一贯作风。 李文保以大局
为重， 认真履行总包职能， 定期
与业主进行沟通， 了解、 掌握业
主对于工程、 尤其是对于专业分
包施工的意见建议， 及时加以落
实， 并及时提出总承包的建议和
意见及需要采取的措施， 以取得
业主对总包最大程度的理解 。
“智”， 他精心组织4个机电管理
区域、 14家劳务队进行机电系统
主干线的施工。 “勇”， 他勇挑
重担， 担任专业施工协调小组组
长， 统一协调， 研究对策。 对于
进度、 安全或质量管理落后的专

业分包单位， 他以军人 “雷厉风
行、 令行禁止” 的作风， 敢管敢
抓、 重点关注、 重点分析， 使得
落后的专业分包单位找到方法、
找对路子……在李文保的带领
下， 每一位施工者都不懈努力，
最终保证了机电安装各阶段施工
任务圆满完成， 打了一场漂亮的
胜仗。

“三心”+责任心
保障工程圆满完成

每个工程的机电系统， 都犹
如一件需要编织的毛衣。 尽管交
错分布， 却排布有序， 而其中难
的是不能有半步失误， 否则只能
从头开始。 李文保深知机电施工
管理者必须具备 “三心” ———细
心、 耐心、 有决心。 曾经负责过
奥运村、 京东方、 邯郸大剧院、

宜家工程、 湖南长沙梅溪湖文化
艺术中心等多个大型重点工程的
他， 早已养成了自己的一套管理
方法与做事风格。

“顾大局、 重实干”， 是他
经常给青年人讲的一句话。

对李文保来说， 昼夜加班是
小事， 一月不回家是常事。 在每
一个下雨的夜晚、 每一个节点任
务紧张期， 那份责任心都驱使他
坚守施工现场。 或许正是凭着这
股韧劲， 带着 “三心” 李文保成
功保障奥运村、 京东方、 邯郸大
剧院、 宜家工程、 湖南长沙梅溪
湖文化艺术中心等工程机电系统
施工圆满完成。

在众多重点工程建设中， 李
文保也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一份
付出， 一份收获， 这位工作起来
拼命的建设者， 获得了北京城建
集团工程总承包部优秀党员的荣

誉称号。 而他所编撰的 《钢结构
大坡屋面雨排水技术》 也获得河
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参与编制
的 《南京禄口机场工程弦支穹顶
结构技术》 获得北京城建集团科
技进步三等奖。

衣服可以湿
工程不能误

作为一名施工者， 在经历过
2016年 “7·20” 暴雨后， 李文保
尤其重视防汛排水工作。 2017年
六七月份， 整个工程的结构正处
在屋顶还没有封闭状态， 当时又
是机电系统主干线贯通总体目标
的关键期。 工程量大， 在确保工
程安全的前提下， 如何不影响施
工进度， 成了摆在李文保面前的
一道难题。

面对雨季的现实， 他横下一

条心， 积极组织四个机电管理区
域、 多家劳务队进行机电主干线
的施工不间断， 同时还要保证地
下室和首层不漏水， 更要保证二
层的正常迎检任务……在建筑面
积60万平方米的北京大兴国际场
主航站楼， 李文保见缝插针， 在
做好机电管理的同时将排水管线
优化分布在工地的各个区域， 以
及时应对每一场雨的来临。

每一年的夏季汛期， 都是李
文保睡不踏实的时期。 手机24小
时开机不静音， 早已成了他的习
惯。 每天一起床， 李文保都会习
惯性拿起手机看天气预报。 只要
有降雨的天气预报， 李文保就会
立马警惕起来， 马上组织机电工
程师到现场检查防汛设施、 防汛
物资、 排水管道。

每一次雨期， 都是李文保衣
服干不了的时候。 在每一次降雨
中， 李文保总能提前到达现场，
走遍施工现场的每一楼层、 每一
角落， 仔细检查现场有无遗漏问
题。 在降雨时， 他48小时坚守一
线， 对现场进行复查、 调配防汛
设备及物资、 察看集水坑及排水
管道， 使得工程成功平稳度过降
雨期。

最终，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主
航站楼在多次大雨中防汛到位，
施工过程中未出现任何险情， 而
李文保想方设法在每层结构楼板
做有效的排水措施， 安排专业临
时排水班组坚守排水， 一步步艰
辛地实现了机电系统主干线贯通
的总体目标。

“拼命三郎” 是李文保刚入
职时， 同事给他取的绰号， 这一
叫就30余年。 但在李文保眼里，
一切都是平凡的。 “我只是一名
普通的建设者 ， 单位领导的信
任， 让我站在了这个岗位上， 那
么我就会拼尽全力去完成任务。
我们城建集团一直以来弘扬 ‘铁
军精神’， 而我只是铁军的一分
子。” 李文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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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金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桂林项目党支部书记安治

细节中彰显优秀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钱思玉

优秀， 不仅体现在大的事业
中， 也彰显在小的细节里。 2013
年入职住总集团金第公司桂林项
目， 现任项目党支部书记、 综合
事务部经理的安治， 就是细节中
彰显优秀的人。 2018年6月，她被
评为金第公司“优秀共产党员”。

2017年5月 ， 桂林项目党支
部正式成立。 鉴于安治一直以来
的良好表现， 金第公司党总支将
项目党支部书记这一重任交给了
她。 对于从未做过党支部工作的
她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
性的工作。

支部党员相对分散的现状无
疑又给党支部工作带来了一些困
难。 安治坚持支部建设要以思想
教育为基础， 多途径、 多形式帮
助支部党员坚定理想信念。 支部
成立一年以来， 她先后以 《〈人

民 的 名 义 〉 谈 党 员 “特 权 ” 》
《党费， 不仅仅是钱的事》 《长
征永远在路上》 等党课， 使大家
深受触动， 党性意识大大提高。
在安治的倡议下， 桂林支部将每
月 1日设立为 “党费缴纳光荣
日”， 目前， 这已经成了桂林项
目党支部的一种特色文化。

为助推项目三期一段工程建
设， 安治开阔思路， 认真策划组
织了重温历史与重走长征路相结
合的主题党日活动。 项目全体员
工从红军长征打响湘江战役阻击
战的地方开始徒步， 翻山越岭，
重走长征路。

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 在安
治身上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接到
购买项目销售中心家具和配饰的
任务时 ， 配饰公司的报价高达
100万元。 为了节约成本， 公司
决定自行购买。 7月的桂林酷暑
难耐， 安治顶着烈日走遍桂林的

每一个家具市场， 就款式和价格
进行了比较， 再结合网络等进行
多方询价。 经过比对， 为实现最
高性价比， 项目采取了实体店和
网络店购买相结合的方式， 最终
以 7.5万元采购齐备所需产品 。
从网上购买的书架和茶几需要自
行安装， 她不怕累， 自己拿着螺
丝刀、 扳手等工具完成了安装。

在采购三期样板间家具及灯
具中，她出差去佛山和中山两地，
前往国内最大家具市场及灯具市
场进行采购。 10公里街道两边全
部为家具销售市场， 她列出采购
计划， 分档次进行询价。 当天正
值暴雨天气， 马路上行人基本无
法行走， 但她和同事还是依然坚
持工作， 白天进行询价， 错过了
吃饭时间就吃碗泡面凑合一下，
晚上加班至凌晨， 不放过任何可
以节约成本的机会， 最终以高性
价比完成了家具及灯具的采购。

安治负责的综合事务部工作
繁杂， 包含行政、 人力资源、 客
户服务和资产管理等职能， 任何
一项工作处理不当都会对公司产
生严重影响。 在小区业主委员会
成立初期， 面对一些无理的挑衅
和威胁， 面对一些不合理要求，
甚至对方人多势众时， 她也害怕
过、 担心过， 但她从未退缩， 坚
守原则， 尽全力保障公司利益不
受损害。 业主情绪激动时， 挨骂
是常事， 挨骂后， 她也委屈、 无
奈过， 但她从未放弃， 耐心安抚
业主， 妥善解决好每一项问题。

除此之外， 安治作为金第公
司桂林项目的通讯员， 她积极宣
传报道项目生产经营工作和党建
工作， 在项目的重视和她的努力
下， 桂林项目连续三年超额完成
宣传指标， 稿件数量位列项目之
首， 她本人也连续五年荣获金第
公司 “优秀通讯员” 称号。

最 劳动者
寻找

美美 ———记北京城建集团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工程项目副经理李文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