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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记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副部长王亚晨
保护环境扎根土壤修复

大家都知道， 虽然土壤自身
有一定的净化能力， 但当进入土
壤的污染物超过土壤的环境容量
时就会形成土壤污染， 对土壤生
态系统产生严重的影响。 这个时
候， 就需要对土壤进行修复。 北
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项
目管理部副部长王亚晨， 是国内
首批土壤修复工程的实践者， 参
与完成了多项国内首例工程。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勇
于奋斗的青春更将无悔 。 ” 自
2008年入职建工修复以来， 王亚
晨见证了土壤修复行业的兴起和
发展， 也从最初的现场工程师，
逐渐成长为如今的项目团队带头
人。 王亚晨曾荣获 “修复之星”
“优秀共产党员 ” 等荣誉称号 ，
他所带领青年突击队荣获北京建
工集团 “优秀青年突击队标杆”
荣誉称号。

十年坚守一线
成为团队骨干力量

怀揣着对环保事业的热情和
使命， 入职后不久， 王亚晨便主
动请缨转战工程一线， 有幸成为
国内首批土壤修复工程的实践
者， 并共同参与完成了多项国内
首例工程， 成功应用了国内首例
气相抽提技术、 首例土壤淋洗设
备工程化、 首例建筑物表面清除
项目等。

十年的历练， 王亚晨已经成
为能担重任的骨干。 2017年7月，
王亚晨接到公司年底前必须完成
某个已竣未结项目验收和结算工
作的指令， 这对于未参与此项目
前期施工的他来说极具挑战。

该项目是至今国内修复体量
最大的项目， 总修复土方量近两
百万方， 项目2014年完成施工 ，
但仍未开启验收和结算工作。 随
着时间的推移， 原班人员均已不
在岗 ， 加上环保政策的不断更
新， 对于项目验收的要求更高，
所需时间更长。 而留给王亚晨的
只有6个月时间， 难度极大。

王亚晨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
务，立即带领团队进驻项目现场，
从零做起，各个击破。

一方面， 王亚晨重新与各参
建单位及环保部门建立联系， 完
成结算手续的不足； 另一方面遵
循细致严谨、 不轻易放过任何细
微之处的工作态度， 从装满几大
档案柜的资料中， 抽丝剥茧、 寻
踪觅迹， 尽最大可能还原每个重
要时间节点。

王亚晨回忆着告诉记者， 当
时 ， “ 资 料 分 析———数 据 统
计———会议讨论” 似乎成了一个
死循环， 推倒重来成了常态。 全
员停休， 日夜兼程， 高强度连轴
工作数月 。 最终 ， 破解了死循
环， 还原了工程施工全过程， 并

在限定日期前完成了该项目的验
收备案， 取得了审计单位出具的
结算审核报告， 规避了数千万元
的财务坏账计提。

牵头青年突击队
打造善打硬仗的铁军

由于成绩优异， 公司于2015
年12月成立了以王亚晨为名的青
年突击队，现有成员7名，其中硕
士3人，本科4人，是公司实施土壤
修复项目的主要队伍之一。 自这
支青年突击队成立以来， 迎接了
一场场挑战， 用智慧攻克了一个
个难关，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

王亚晨青年突击队承接的某
焦化厂项目， 是国内首例大规模

建构筑物污染清除治理项目。 随
着该项目的启动， 一场没有硝烟
的时间争夺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国内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
成功案例， 也尚未涉及建构筑物
和设备表面污染物清除研究工
作， 缺少现行验收规范标准、 方
法及实践经验。” 王亚晨告诉记
者， 不仅如此， 项目所涉及的建
构筑物均为使用十几年至几十年
的建构筑物， 工程量大、 污染成
分复杂、 程度较深， 这些困难都
需要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才能达
到预期的修复效果。

在工程量如此大的情况下，
如何高效地统筹规划， 确保各个
项目顺利有序地实施， 成为王亚
晨青年突击队的全新挑战。 为高
标准、 高质量保证项目的顺利实
施 ， 王亚晨和同事们发挥 “铁
军” 精神， 在工期紧、 任务重的
情况下， 冲在工艺摸索和攻坚的
第一线。

他们针对施工的难点和重
点， 邀请监理方多次协商， 制定
专项方案， 明确目标， 结合国外
相关工程验收采样方法及文献，
组织多次自验收采样， 反复对比
检测数据， 一次次调整修改。 在
确保建构筑物污染对人类健康的
影响降低到可接受风险水平， 摸
索出了适合的采样布点范围和方
法， 配合监理方审核决议， 并参
与国家环保部关于建筑物清除技
术导则的编制意见征询。

促青年成才
带领团队勇于创新

“作为一名党员， 一名项目
经理 ， 我对项目顺利完工的定
义， 除了传统的项目如期履约，
达到公司要求的利润点之外， 更
看重的是项目创造的隐形价值，
特别是科技成果的积累和项目管
理的优化。” 王亚晨说， 项目如
同大工厂， 只要用心经营， 每一
个模块都能迸发出惊喜的成果。

因此， 他在严格要求自己的

同时， 也时刻鼓励团队成员， 保
持创新思维， 并不断付诸实践。
王亚晨青年突击队的队员都是公
司选拔出来的优秀青年， 在他的
带领下， 全体队员不断学习， 勇
于创新， 不断将其打造成为一支
善于学习的创新团队。

这支青年突击队积极倡导
“学中干、 干中学” 的理念， 通
过座谈会、 现场观摩学习、 交流
培训等多种形式积极创造学习平
台， 营造学习氛围。 王亚晨先后
组织突击队队员参与 “亮本事，
共前进” 的知识培训、 交流经验
等活动。 同时， 他不断鼓励队员
参加资格证书考试， 充实提升自
我专业素养， 突击队现有高级项
目管理师1名， 中级工程师2名，
一级建造师3名， 八大员证齐全。

另一方面， 青年突击队成员
加 强 岗 位 培 训 ， 促 进 全 员 提
“素”， 他们在学习中灵活采取自
学与导师带徒相结合的方式， 对
队员进行较为系统的岗位技术培
训，并建立了“夜校”学习室，依据
各岗位职能和全员推荐购买书
籍，为队员自学提供强有力措施。

“我们针对青年成才需求，
深入开展岗位练兵、 业务培训和
创新创效活动， 为培养储备经理
做贡献 ， 促进队伍整体素质提
高。” 王亚晨告诉记者， 青年突
击队既是一支生产骨干力量， 又
是技术创新力量。

在日常以及重点项目的攻坚
克难过程中 ， 突击队员认真学
习、 善于思考， 不断进行工艺摸
索、技术创新，该青年突击队申请
3项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

“习总书记强调， 干部就要
有担当，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
事业， 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
就。 回想起和同志们一起奋战的
日日夜夜， 尽管很苦很累， 但我
们一起在奋斗中收获了幸福， 值
得且弥足珍贵！” 王亚晨说， 作
为一名环境修复工作者， 扎根于
土壤修复项目， 承担保护环境的
使命， 是他应有的责任。

□通讯员 鹏飞

行走在航天领域的“十万个为什么”

2012年暮秋， 一个怀揣对未
来无限梦想的大男孩 ， 走进了
203所。 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
他得到了无尽的关怀和温暖， 也
感到了空前压力和动力。 在航天
精神的感召下， 他不忘初心、 刻
苦钻研、 努力拼搏， 不断提高自
己的专业水平， 争做优秀的航天
人。 他就是航天科工203所时间
频率计量室设计师王鹏。

刚刚走出校园， 王鹏曾对自
己的人生无限遐想， 自我感觉在
学校做过几个小项目， 完全可以
胜任工作中的任务， 一到单位便
主动找领导要任务。 可面对 “相
噪” “稳定度” “准确度” 这样
的专业术语， 他有些茫然不知所
措。 从此， 他不再浮躁， 开始潜

心学习时间频率基础知识， 经常
拿着小本本坐在老员工旁边虚心
求教， 大家都说研究室里面又多
了一个行走的 “十万个为什么”。

经过一个多月的不懈努力， 他终
于赢来了自己的第一个项目 “标
准时码产生器” 的研制任务。

自从进入203所以来，王鹏一

直秉持着当年入所的初心， 虚心
好学，努力夯实自己的专业水平。

经过不断的成长， 王鹏也逐
渐成长为研究室的技术骨干，先
后出色完成时统组合等多项任
务；参与了铷原子频率标准、标准
时码产生器、 标准网络时间服务
器等多个产品的研制、生产工作。

平凡的工作没有磨灭王鹏对
工作饱满的热情。 任务需要在哪
里， 他就冲向哪里。 在频率综合
及分配器项目中， 甲方对信号的
要求非常高， 而传统的数字分频
器件对输出信号的稳定度和相噪
影响非常大 ， 指标无法满足要
求； 接到任务后， 他迅速多方查
找资料、 快速成型方案、 组织专
家讨论、 优化设计、 积极验证，
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 完成攻
坚任务， 得到甲方的首肯。

在某项目比测任务中， 从接
到任务到比测任务节点只有3天
时间， 他带领团队开始完成整理
器件、 焊接印制板、 整机电装等
一系列工序， 在经过最后36小时
的不眠不休后， 6套产品从无到
有， 顺利完成研制任务， 具备比
测状态。 在设备研制过程中， 他
不断优化软件设计， 积极与软件
专家深入探讨， 力求设备稳定运
行， 保证了实验的圆满成功。

一个项目已经进入比测关键
时期， 多个任务即将进入研制阶
段， 军民融合产品即将开展量产
工作…… “压力有多大， 动力就
有多大。 坚持航天人的梦想， 怀
揣高昂的热情， 不忘初心， 勇于
进取， 勇于创新， 勇于肩负历史
赋予我们的使命， 为祖国的国防
事业奋斗终生。” 王鹏如是说。

———记航天科工203所时间频率计量室设计师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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