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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严师 生活中的大哥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沙远航/摄

□本报记者 余翠平

中建一局总承包公司太原保利海德公园009地块项目

师傅： 王满江
徒弟： 严璟

“我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离不
开王满江对我的言传身教。” 严璟说。

2017年7月从中北大学土木工程专
业毕业后， 严璟就加入了中建一局总
承包公司， 在太原保利海德公园009地
块项目见习。 刚走出校门的他， 面对
一卷卷上学时从来没见过的图纸和热
火朝天的施工现场， 一时令他手足无
措， 别说技术处理， 就连最简单的读
懂图都成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 王满
江作为总工， 就带着严璟， 每天进行
现场检查、 现场指导， 并结合他的专
业、 特长和兴趣为他量身制定了周密
的培训计划。 在王满江的鞭策下， 严
璟进步神速， 从开据质量整改通知单
到独立组织混凝土浇筑前质量验收指
导； 从参与编制施工方案到独立编制
施工组织设计……已然成为了师傅的
好帮手、 项目的新骨干。

严璟刚开始独立绘制图纸时， 速
度比较慢， 作为师傅， 王满江看在眼
里 ， 急在心上 。 工期进度刻不容缓 ，
为了让严璟迅速掌握绘图技巧， 王满
江每天晚上带领严璟学习CAD绘图要
领及快捷操作。 严璟也不负师傅的期
望， 不仅熟练掌握了CAD制图， 还自
学了BIM建模技术， 时常在电脑前加
班建模、 做策划到凌晨。

2018年4月3日， 对于严璟来说是
个难忘的日子 ， 根据项目总体安排 ，
在4月4日进行太原保利海德公园009地
块项目1号楼-7号楼10层以下结构验

收， 结构验收不仅仅涉及到质量， 技
术资料的完善与整理也刻不容缓。 而
资料的整理和自评报告的编写自然而
然就落到了严璟的肩上， 面对成堆的
技术资料， 严璟犯难了， 对于一个刚
毕业的学生来说， 这些资料怎么整理、
怎么统计数据、 怎么写结构自评报告，
一上午的整理都没有头绪， 一个人悄
悄在电脑前留下了眼泪。 第一次接手
这么重要的工作 ， 如果整理不到位 ，
可能影响整个工程的验收， 最终导致
工程进度受到影响。

中午吃饭时， 没有看到严璟， 打
电话也没有接， 王满江感觉不对， 放
下手中的碗筷， 到技术部找到了严璟，
看到严璟在悄悄流泪， 王满江知道严
璟是遇到困难了， 王满江拽着严璟到
食堂 ， 给严璟打饭 ， 先让严璟吃饭 ，
王满江拍着严璟的肩膀说 ： “严璟 ，
在困难面前首先不要低头， 而是要想
着通过什么方法来解决困难， 男儿有
泪不轻弹， 把眼泪擦干净， 跟我说一
下什么困难”。 听完王满江的话， 严璟
擦了擦眼泪， 说： “我干了一个上午
什么效果都没有， 眼看明天的验收就
要毁在自己的手里， 我自己不行。”

王满江听完后鼓励严璟， 首先给
他讲述了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的情景 ，
帮助严璟梳理手中的工作， 根据工作
的先后顺序列出了提纲和具体操作思
路， 严璟听后豁然开朗。 饭后， 严璟
按照王满江给出的思路进行资料的整

理。 终于， 4月5日， 太原保利海德公
园项目009地块工程1号楼-7号楼10层
以下主体结构顺利通过了结构验收 。
事后， 严璟感受到自己又向前迈了一
大步， 师傅的言传身教对自己的影响
让自己的成长更加迅速。

王满江为了将技术创新的成果运
用于实际生产中， 从而降低生产成本，
实现项目效益最大化， 同时促进人才
发展与培养， 不断提高全员的创新动
力， 成立了 “王满江创新工作室”。 在
王满江的带领下， 严璟成为了 “王满
江创新工作室 ” 的一员 。 面对机遇 ，
严璟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技能， 主动
承担了所有成果的绘图工作， 并在王
满江的指导下完成了 《卫生间混水阀
处冷热水内丝弯头质量控制专用工具》
及 《楼板预留洞口防护板》 两项实用
新型专利的设计及制作工作。 2018年
年底， 工作室正式被命名为 “山西省
建筑业职工创新工作室”。

“我实在是普通 ， 谈不上优秀 ，

所以每次别人夸我都让我手足无措 ，
只能感慨自己的好运气， 有这样的好
师傅。 正是师傅不断的激励， 让原本
不太自信的我逐渐找回了自信， 能有
今天这样的成绩， 和我的师傅息息相
关。” 严璟满怀感恩地说。

工作中， 王满江是 “严师”， 但在
生活中， 王满江却是个暖心的大哥哥。
尽管有着接近十岁的年龄差， 但这并
不妨碍他们成为能够谈心交心的好朋
友。 在工作之余， 时常能够看到他们
亲切交流的身影。

工作中的疑惑 ， 生活中的烦恼 ，
王满江都会悉心给严璟做出指导， 但
他自己的烦恼总是独自承担。 严璟说：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加班没有看
到师傅的身影， 到深夜打他电话， 听
到的是一句 ‘今晚状态不好， 出来走
走， 不想把负能量传递给你们’。” 要
播撒阳光到别人心中， 总得自己心中
有阳光， 王满江就是这么一个总是把
正能量带给大家的人。

中铁电气化局赵际顺创新工作室带头人

师傅： 赵际顺
徒弟： 赵东明

赵际顺创新工作室带头人赵际顺
是中国中铁电气化局北京建筑公司机
电专业的专家能手， 他参与了北京11
条地铁工程的施工与验收， 取得技术
创造与创新专利29项 。 工作32年来 ，
赵际顺师傅悉心培养了一大批机电技
术人才， 北京地铁16号线机电项目部
的赵东明便是其中一个。

赵东明， 2007年大学毕业后来到
地铁16号线机电项目部跟随师傅赵际
顺学习。 踌躇满志的赵东明摩拳擦掌，
准备在实际工作中施展拳脚。 到了工
地他却傻了眼， 发现自己对整个施工
流程一点都不熟悉， 甚至重点项目和
一般项目都分不清。

对于这个刚来的年轻娃娃， 赵际
顺已经为他制定好了 “课程”。 来项目
的第一个月， 赵东明每天只做一件事，
那就是看施工图纸和规范。 赵际顺要
求徒弟把施工中用到的每一种零部件
在图纸中的位置和规范的具体要求牢
牢记住。 赵际顺不只要求徒弟看图集，
他自己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 “师
傅的想法很多， 给我打了不少样。” 赵
东明说， “北京机场线运营1年多的时

候， 机电运营部位污水泵进水口出现
了堵塞的问题。 师傅带头查图集、 做
优化， 在吸水口位置专门研究设计了
一套防堵不锈钢箅子， 有效隔绝了杂
质， 防止水泵被堵。”

机电安装施工中提料是重要一环。
看懂了图集， 赵东明马上又被指派了
“新任务”： 消防提料。 赵际顺让赵东
明把自己负责的地铁区间内的弯头 、
管道等用料的数量计算出来， 再与师
傅核算的数量进行比对， 有差别的地
方按照图纸到现场找差距。 如此几趟
下来， 赵东明已将地铁机电安装提料
方法熟记于心。

在赵东明的印象里， 师傅赵际顺
是一个有毅力的人。 为解决消防栓锈
死或漏水的技术难题， 赵际顺带领技
术团队用了数以千计的零件配合与修
改进行发明专利攻关， 经过了9次实体
试样 ， 最终成功通过60公斤的强度 、
严密性试验， 发明了 “顺安杯型消火
栓”， 并获得一项新的国家发明专利。
这项技术创新成果推广后， 将彻底解
决高层建筑消防栓漏水或无水的安全
隐患。 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毅力对

赵东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赵际顺到施工现场检查的时候经

常带着赵东明， 有问题的地方随手拍
下来， 回去做成教学PPT。 照片拍得
多了， 赵际顺想出了一个好点子： 以
往在给工人技术交底的时候多采用文
字的形式， 往往没人看收效不大。 他
让赵东明将照片分类整理， 每张照片
对应文字施工规范， 并标注规范来源，
再印刷成册分发给施工队伍。 这些图
片形象又直观， 工人很容易就能看懂，
施工质量有了很大提升。 后来， 赵际
顺和赵东明等徒弟们将图册进一步改
进， 编写的图册还被收录进了国家建
筑标准设计图集14ST201-2 《地铁工
程机电设备系统重点施工工艺———给
排水、 通风与空调系统》 分册。 此外，
他们还共同获得了 “双密封消火栓 ”

“一种便携式承插管道接口机” 等多项
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利。 赵东明也
获得 “2016年度北京地铁16号线先进
个人” “2016年度质量信得过班组建
设先进个人” 等荣誉称号。

如今， 赵东明在师傅赵际顺的带
领下， 已经逐渐成长为可以独当一面
的优秀机电技术人才。 他今年刚担任
北京地铁16号线机电项目部总工一职，
将独自应对来自业主、 设计、 监理等
各方的复杂状况。 “这对于我来说是
新的挑战。 总工的职责更广， 相对于
之前的专业技术岗位， 总工还要协调
各方的关系。 这让我更加体会到师傅
身上的责任有多重。” 现在赵东明也有
了十几个徒弟， “师带徒” 的企业文
化代代相传， 为机电专业培养了一大
批优秀技术人才。

教学相长成就创新“领头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