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电梯一般不过2平方米左右，
却是许多人每天必然接触到的方
寸空间， 也记录着一个城市日新
月异发展变化。 就在小小的电梯
里， 北京建工安装集团时代电梯
公司的陶建伟一干就是25年， 练
就了一身“望、闻、问、切”的绝活，
从一名普通的技校毕业生， 一步
步成长为全国劳模， 并入选全国
建筑产业 “大国工匠” 学习宣传
名单 。 今年初 ， 国务院批准的
201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人员名单， 陶建伟榜上有名。 被
称为 “电梯医生” 的陶建伟用踏
实努力和不懈钻研， 不仅实现了
人生的华丽转身， 更实现着自己
保障百姓乘梯的平安梦想！

职业技能大赛出身
的金牌大工匠

1994年， 陶建伟毕业于安装
公司技工学校， 刚参加工作的第
一天， 师傅就告诉他 “干一行就
要爱一行， 爱一行就要钻一行”，
就是师傅的这句话一直影响着
他。 陶建伟一边虚心向技术骨干
求教， 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相
关专业技术知识， 就是凭借这股
刻苦钻研和不服输的劲头， 在短
时间内他就掌握了多品牌电梯安
装维修的关键技术与操作要领，
并在1997、 1998年连续两次公司
技术大比武中夺得第一名， 刚刚
24岁的他就破格获得了技师职
称。 2010年， 陶建伟参加了首届
北京市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电梯安
装维修工组比赛， 经过了初赛、
复赛等环节， 最终从1800多名从
业者中脱颖而出闯入决赛， 并凭
借扎实的技术功底， 实现了零误
差， 成功夺冠。

陶建伟的第一次 “露脸” 是
在2011年， 当时远在非洲的卢旺

达外交部办公楼电梯突然发生故
障， 卢方向北京建工紧急求援。
时间紧、 任务重、 影响面广， 公
司临 “危” 点将， 委派陶建伟完
成此次任务。 由于现场没有专用
测量仪器， 判断起故障点来非常
困难。 陶建伟只能凭借多年积累
的丰富经验和练就的 “望、 闻、
问、切”看家本领进行“诊治”，他
连夜蹲守，反复测量，在一不熟悉
现场、二无充分准备、三无零配件
供应、 四无语言环境的情况下，
通过过硬的技能本领， 圆满的完
成了电梯抢修任务， 保障了卢方
外事活动的顺利进行， 当看到电
梯恢复正常运行时， 卢方外交部
负责人竖起大拇指， 用不流利的
中文说道： “中国工人真棒！”

凭借过硬的技术， 陶建伟先

后受邀参与主持完成了党的十八
大、 十九大会议驻地、 APEC会
议、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会议、 第86届国际刑警组织
大会开幕式、 中非合作论坛大会
开幕式等多项国家重大政治活动
电梯保障任务， 先后4次为习近
平总书记做电梯保障服务， 实现
参会电梯安全运行零故障， 圆满
的完成了各国领导人的乘梯保障
工作， 受到了大会组委会的高度
赞扬！

民生项目获全国安
装行业最高奖

2012年， 陶建伟参与主持实
施了北京市最大保障房项目———
双合家园住宅小区电梯安装工

程， 为了履行让7160户居民早日
住上新房 ， 用上电梯的庄严承
诺！ 他在工作中积极发挥共产党
员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 关键时
刻站得出来 ， 危急关头豁得出
来” 的精神， 积极发挥 “管理创
新、 科技创新” 的团队优势， 保
质保量、 按时按点的顺利完成了
88台电梯安装工程， 该工程先后
获得北京市安装工程优质奖和全
国安装行业最高奖 “中国安装之
星”， 并成为目前全国唯一一家
获得该奖项的电梯安装工程。

2018年6月 ， 陶建伟又协助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解决、 处
理、 实施了曙光街道上河村小区
因电梯年检不合格造成的大面积
停梯问题。 通过电话沟通、 召开
现场工作协调会、 查阅相关资料
及逐台进行电梯现场勘验等方
式， 陶建伟为该小区电梯恢复运
行开出了3200余字 “先救人， 再
治病” 为实施原则的 《电梯安全
运行建议书》， 曙光街道办事处
“按方抓药 ”， 在建议书的指导
下， 小区电梯得到了快速修复，
全面恢复了正常运行， 确保了居
民的正常使用。

要为行业培养更多
合格的“电梯医生”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 早在1999年， 陶建伟就成
立了以开展科研项目开发工作为
重点的工作室。 20年的发展过程
中， 陶建伟率领团队从零开始，
摸索出了一条以开展自主创新为
前提， 坚持以百姓需求为中心、
以推动特种设备行业发展为目标
的行业生产创新发展道路。 2014
年， 科研团队正式被北京市总工
会、 北京市科委联合命名为陶建
伟工作室， 成为北京市第一个以
开展电梯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的
市级工作室。 2018年，该工作室再
次被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评定为北京市首席技师工作

室，并成为双认证的市级工作室。
多年来， 陶建伟率领团队先

后完成科研成果40多项， 获得国
家专利9项，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登记4项， 省部级以上获奖5项。
2017年陶建伟工作室针对儿童 、
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安全乘梯开发
的 《电梯轿厢困人智能监测自动
报警系统》， 先后被北京市总工
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批为2017
年 职 工 科 研 创 新 重 点 补 助 资
金 项 目 ， 同时也成为全国40个
获批项目中， 北京地区唯一一个
科研开发项目， 唯一一个获得市
总、 全总双获批的重点科研开发
攻关项目。 2018年， 工作室研制
开发的 《无机房电梯轿厢困人紧
急救援系统》 再次被北京市总工
会获批为2018年北京大工匠助推
创新项目。

“教人以渔， 惠人终生” 是
陶建伟最朴素人生观信条。 他积
极深化助推 “8090人才工程 ”，
时刻秉承发挥工作室人才梯队建
设 “摇篮” 作用、 “孵化器” 作
用 。 2017年 ， 陶建伟工作室吸
纳、 助推共青团青年先锋岗等6
人， 作为工作室人才梯队建设的
后备力量。 2018年， 工作室又先
后引进助推杨鹏翔科技创新型青
年突击队和张晔项目管理型青年
突击队， 并为其 “量身定制” 了
中长期的发展计划与实施方案。
同时， 工作室还积极利用自身平
台优势， 参与、 引进北京市总工
会职工技协、 市总职工大学开展
的多项教学培训活动， 累计授课
300多学时 ， 培训人数上千人 ，
并先后参编出版了4本专业技术
书籍， 发表专业技术论文6篇。

25年来， 每天行走于施工现
场、 科研开发现场是陶建伟的工
作常态。 他说： “我要一直坚守
住我的梦想， 那就是参加工作25
年 来 只 做 的 那 一 件 事 情 ， 就
是 通 过自己的专业技能来实现
百姓乘梯的平安梦， 这是我的责
任与使命！”

□本报记者 李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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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盛丽

李秀娥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护理部主任。 作为全国口腔护理
的学科带头人之一， 她赴国外学
习并率先在国内开展口腔诊疗
“四手操作 ” 技能培训 ， 推动
“四手操作” 技术在全国口腔诊
疗中的应用和规范。 她积极与北
京大学护理学院合作， 推动口腔
护理教育发展， 逐渐改善我国口
腔护理教育的薄弱局面。 她还带
领全国口腔护理专家积极调研并
界定我国口腔护理的执业范畴，
起草行业技术操作规范， 组织编
写口腔护理学专著等， 为我国口
腔护理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2005年， 李秀娥还是北京大
学口腔医院的一名普通护士， 仅
仅 用 了 10年 ， 她 就 成 长 为 口
腔 护 理学界的一位知名专家 。
2015年8月12日， 中华口腔医学
会口腔护理专业委员会正式成

立， 李秀娥担任第一届委员会的
主任委员。

10年的时间， 李秀娥在医学
核心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 承担
科研项目8项 ， 编写书籍17部 ，
并担任多家专业出版物的编委，
荣获 “全国优秀护理部主任” 称

号， 还以丰富的经验、 深厚的学
识， 成为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的硕
士生导师、 中华护理学会口腔科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如此快速
的成长，靠的是她志于护理、精于
护理、爱于护理的爱岗敬业精神。

刚调到北京大学口腔医院

时 ， 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和专
业， 李秀娥虚心向每一位临床护
士学习。 口腔颌面外科病房主要
收治口腔颌面部手术的患者， 除
手术方式和护理要点外， 其它护
理内容跟综合医院相似， 她很快
便找到了契合点， 将之前的护理
经验与之融会贯通并迅速掌握。

因其丰富的综合医院管理经
验， 李秀娥受护理部的委托， 承
担起了 《口腔颌面外科护理操作
技术规范》 的主要修订工作。 白
天工作任务重、 时间零散， 为了
快速高效地完成修订任务， 她把
自己家里配上电脑和打印机， 业
余时间在家修订。

口腔门诊的学习并不简单，
专业划分细、 器械种类繁多、 细
小、 工作内容完全不同于病房护
理工作等 ， 需要大量记忆和练
习。 为了让自己尽快适应门诊的
轮转学习， 李秀娥的业余时间基
本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2005年
9月， 她被聘为口腔颌面外科总
护士长， 2006年3月， 被聘为护

理部副主任， 同年9月， 正式聘
为护理部主任。

“患者安全” 一直是李秀娥
最为关心的问题， 口腔护士急救
技能缺乏的现象更是让她心急如
焚。 凭借多年急诊工作经验， 她
亲自承担起了急救培训授课及操
作指导任务。 “四手操作” 是口
腔门诊护士的主要工作内容， 但
是国内的四手配合水平却与国际
存在很大差距。 她果断敢为， 带
领护理骨干赴美国、 日本等参观
学习， 将国际先进的理念、 技术
与医院实际相结合， 制定四手操
作培训方案。

经过几年的努力， 北京大学
口腔医院的四手操作水平逐渐与
国际接轨。 为了促进四手操作技
术在全国的推广和应用， 2012年
起， 李秀娥带领护理团队率先在
国内开展四手操作技能培训。 目
前， 已培训学员近600名， 覆盖
全国28个省市的200余家单位 ，
对规范我国口腔护理操作起到了
很大的促进作用。

李秀娥：兢兢业业守护患者口腔健康

陶建伟：“电梯医生”的平安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