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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王苹：创意思政课 让孩子们“燃”起来

1983年出生的李晓霖是北京
北辰会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秘
书、 总经理助理。 作为一名“80
后”，年龄不大却经历丰富。 工作
以来， 他先后参加了2008年奥运
媒体村项目建设、房屋土地权属
管理、 PPP项目管理等不同专业
领域的工作， 在不同的专业岗位
上，均做出了优秀的成绩。 今年，
李晓霖获得了首都劳动奖章。

十天完成初步方案
为项目奠定基础

2006年， 李晓霖大学毕业后
进入北辰集团， 在工程建设一线
不断学习进步并迅速成长。 2017
年， 李晓霖加入国家会议中心二
期项目组， 参与国家会议中心二
期项目前期工作 ， 作为骨干成
员 ， 他凭着刻苦钻研 、 开拓创
新、 甘于奉献的精神， 为项目顺
利推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是北
京市重点工程。 多年来北辰集团
一直在为这个项目积极争取， 早
在2012年就不断与市政府及各相
关部门进行协调沟通。 2017年5
月， 蔡奇书记指示北辰集团进行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意向方案研究
工作， 北辰集团立即部署， 在集
团领导的带领下， 包括李晓霖在
内的团队成员迅速开展工作， 仅
用10天的时间， 完成了国家会议
中心二期的初步意向方案， 获得
市领导的认可， 将该项目列入新
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作为设计方案联络
人冲在一线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作为
完善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功能的重
要设施， 市领导高度关注项目功
能定位和方案设计。 李晓霖同项

目团队开始从方案设计和功能定
位两条线同时推进工作， 主动放
弃了节假日休息， 驻扎在临时办
公的一间会议室中， 几乎每天研
究问题到深夜， 困了就在折叠床
上和衣而眠， 饿了就吃盒饭。

作为设计方案国际征集工作
北辰方联络人， 李晓霖协助有关
部门落实征集公告发布、 确定入
围设计单位、 组织现场踏勘、 协
调中期汇报会、 组织专家评审等
具体工作。 半年时间， 设计方案
历经十余次优化调整， 共计30余
个立面方案不断演化。 功能定位
反复雕琢、 渐次深入， 项目团队
站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和角
度想问题， 聚焦首都 “国际交往
中心” 建设。

2018年6月30日 ， 市领导再
次专题调研时， 对国家会议中心
二期项目方案优化成果和功能定
位报告给予了高度肯定， 要求尽
早启动建设， 并要将项目打造成

为新时期首都建设的精品力作。
能够光荣的接下这一使命，

集团上下振奋欢呼不已。 同时，
市政府正在研究2022年冬奥会主
新闻中心和国际广播中心选址国
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的可行性，
为了更好地提前筹划， 做好充分
准备， 土地获取、 设计深化、 前
期报建、 施工准备等各项工作必
须提前开展。 按照交付冬奥组委
的时间要求， 项目仅有两年半的
施工时间。 超大体量、 高难度、
高标准建筑， 严峻的工期挑战在
北辰集团多年的开发建设历史上
实属罕见 ， 让大家丝毫不能放
松， 倍感压力。

开启无公休模式分
秒必争保开工

方案设计及功能定位确定
后， 李晓霖和项目团队立即投入
到项目各项推进工作中， 倒排时

间， 挂图作战。 首要工作就是要
获取项目用地 。 期间 ， 与规自
委、 发改委、 土地一级开发商、
评估公司不断协商土地入市的各
类事项， 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实
现了入市底价评估、 资格条件设
置、 规划条件核发， 并顺利竞得
土地使用权。

北京北辰会展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后， 李晓霖担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 总经理助理、 党支部纪检
委员， 并兼任综合前期部部长，
主管公司前期报建、 公司治理、
行政办公及人力资源等工作， 多
线程齐头并进， 多个思维不断切
换， 他扛下了一个又一个重担。

2018年11月15日， 市政府正
式决定将2022年北京冬奥会主新
闻中心和国际广播中心选址在国
家会议中心二期， 倍感自豪的同
时， 施工工期再一次被压缩， 并
且丝毫没有退路。 在巨大的压力
和责任下， 李晓霖开始了 “白+
黑”、 “5+2” 的工作模式， 白天
工作时间在各部门跑手续、 汇报
请示， 晚上和周末回公司和领导
同事研究解决问题、 及时明确下
一步工作方向， 所有的努力都是
为了尽早实现项目开工。

由于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
上跨大屯北路， 场地内有15号线
地铁出入口、 地下环隧通风口和
出入口， 这些不利条件都制约着
项目开工。 要想实现设计方案中
的地下室整体连通， 必须对大屯
北路地下管线全部改移。

大屯北路是现状市政道路，
道路下涉及到9根正在使用市政
管线和51根通讯光缆， 道路上有
树木 、 路灯 、 信号灯 、 交通标
识， 每一项移改都必须走一遍报
批报建程序。 同时大屯北路和天
辰西路两条市政道路在施工期间
必须进行封闭， 办理临时封路和
掘路施工手续， 面对错综复杂的

现场条件， 繁琐的报批手续， 并
且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 李晓
霖主动请缨， 承担了大屯北路地
下管线导改的工作， 他带领部门
同事一方面不厌其烦地与各市政
管线单位沟通 ， 获取支持和谅
解， 制定导改方案， 同时与城管
委、 交管局、 园林局等各部门协
商， 办理批复手续。 最后终于按
照计划时间， 圆满完成了全部管
线导改工作， 为现场施工争取了
宝贵时间。

引领职工助力“北辰
加速度”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目被纳
入 “一会三函” 审批流程， 李晓
霖带领部门同事， 提前与各委办
局沟通， 两个月内取得 “项目前
期工作函”、 “项目设计方案审
查意见函 ” 及 “项目施工准备
函”， 前期报批报建工作迅速推
进， 大大压缩了前期手续的办理
时间， 为项目开工提供了强有力
的保障。

从最初项目组的三五个人到
如今近四十人的项目公司， 从一
个多年的梦想到现今如火如荼的
施工现场， 回首国家会议中心二
期项目一路走来， 都有李晓霖不
懈努力的付出 。 “在他的影响
下， 公司已经形成了不怕吃苦、
不惧风浪、 胆大心细、 乐于创新
的工作精神。” 项目组的职工纷
纷表示。

目前，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项
目的各项工作在以超乎常规的速
度和质量迅速推进， 创造了 “北
辰加速度”。 “相信在今后的工
作中， 李晓霖一定会发挥更大的
价值， 为国家会议中心二期成为
新时期首都建设的精品力作， 服
务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建设做出贡
献。” 北辰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周美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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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敬业精神助力“北辰加速度”
———记北京北辰会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李晓霖

“我这部华为手机 6000多
元， 你觉得贵不贵？” “还……
行吧……” “别咬后槽牙， 说说
为什么价格高的产品有市场 ？”
“因为消费者对一部产品的评价，
不仅有价格低， 还得满足自己的
需要。 这部手机的拍照功能相当
给力， 有蔡司镜头， 需要这个功
能就得付这个价格。” “懂行啊，
这就是消费者对一个好企业的需
求： 品牌、 价格、 产品全能满足
需要……” 在陈经纶中学的思政
课课堂， 思政教研组长张洁老师
正和一个大个子男生探讨经济学
中的一章 《企业和劳动者》。 陈
经纶中学副校长 、 政治特级教
师、 北京金牌教师王苹坐在教室
的最后一排仔细地记录着。 王苹
从教32年， 做过17年的思政教研
组组长， 张洁是她的团队成员之
一 。 王 苹 觉 得 ， 思 政 课 就 得
“活”， 得让孩子们会说话， 当老
师的先得会说话， 最好的教学内

容应该是让孩子们自己走出来，
悟出来， 她的团队讲课也很少照
本宣科， 不仅语言活泼， 而且把
课堂搞活的点子一个接着一个。

经济学是高中思政课的重要
内容。 怎么让一个十五六岁的大
孩子理解一个企业如何运作？ 王
苹的招儿一般人想不到， 她说：
“让孩子们自己干干嘛！” 2018年

年底， 王苹从自己的教研经费中
拨出了部分经费， 作为孩子们创
业的启动基金， 还邀请了校外的
公司管理人员、 财务管理人员来
做讲座。 孩子们跃跃欲试， 各自
组建创业团队。 可是从王苹手里
拿到创业基金谈何容易？ 她说：
“创业意向要通过学生们的答辩，
才能开始创业。”

一开始孩子们的创业意向书
都很 “高大上”， 有六个高一女
生组建的团队要办 “全学科教学
网站”。 可是这个创业意向遭到
了同学们的反对， 有同学质疑：
“六个人怎么可能办到？ 一个人
教一个学科吗？ 那你们这个教学
网站只能同时服务六个孩子， 还
不能挑选老师保证教学质量 。”
果然这个创意没通过。

通过的5个创业意向有文创
帆布袋 、 校园猫靠垫 、 手工插
花、 校园景色的明信片等。 上周
五， 创业者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
经营， 终于拿出了成品， 经纶创
业市场鸣锣开始。 手工插花、 帆
布袋、 明信片当场被抢空， 猫靠
垫因为有些瑕疵出售效果一般，
但经过改进也有不少同学进行了
预定。 王苹说， 做明信片的小组
悄悄地告诉她， 一开始定的明信
片质量不过关， 赔了60元本金。
“你让孩子们理解质量是生命 ，
光说他们不懂 ， 干一回都明白
了。” 王苹给每个团队发了2000
元， 还鼓励他们用赚来的钱服务

同学， 做公益， 承担社会责任。
在 “民主制度” 这一章节，

王苹出主意， 让学生进社区， 了
解老百姓的生活和意见。 “比如
孩子们提出社区有狗粪， 要出主
意给解决了 。 他们想让居民掏
钱， 买狗厕所。 可是， 居委会一
征求意见， 没人给钱， 后来又出
主意， 到宠物店拉赞助， 去问了
几家， 宠物店也不愿意。 最后的
意见就是他们自己制作了狗厕所
和标识， 给社区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过程就是让他们感悟体验基
层民主。” 王苹说。

在讲解政治制度方面， 在王
苹的构思下， 陈经纶中学组织了
“模拟政协”、 “走进外交部新闻
发布厅” 等活动， 让孩子们亲身
感受这些写在课本上的制度到底
是如何运作的。

除此之外， 王苹带着团队还
组织过参观企业、 跳蚤市场、 走
进人大 、 政协的会场观摩等活
动。 用张洁老师的话说： “她每
一年的教案都不一样， 每年都有
新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