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盛丽

富翔：帮脑瘫患儿融入社会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王义生

辉辉煌煌中中华华 奋奋斗斗有有我我

“只要扇动蝴蝶的翅膀， 待
若干年后， 将给你带来飓风般的
影响”， 中建二局一公司的罗晓
生内心深处有个 “蝴蝶效应 ”。
他自喻为一只小小蝴蝶， 翩翩起
舞， 永不放弃， 在12年的建筑施
工 职 业 生 涯 中 ， 经 过 10个 工
程 的 锤炼 ， 从技术员 、 工长 、
技术部长、 副总工、 总工到科技
部经理、 项目经理、 大项目部总
经理、 主持工作的分公司副总工
程师， 一点一滴积累， 一步一个
脚印， 取得无数骄人的奖牌———
深圳市五一劳动奖章、 深圳市30
周年优秀工匠、 首届工程建设行
业杰出科技青年、 国家级工法获
得者。

10多年来， 罗晓生一直坚守
在工地上， 与工程项目打交道，
与技术创新相伴， 与科学管理相
随， 与项目团队同行， 为企业创
造价值。 恰恰因为这份认真与坚
守， 成就了今天的罗晓生。

疯狂模拟演练：收获
第一个一等奖

“在工作中， 会遇到各种各
样的困难， 有些困难， 必须要自
己亲自去面对并克服后， 才能有
深刻的体会和感悟， 才能成就更
好的自己。” 2007年7月， 走出华
中科技大学校门的罗晓生， 成为
半岛城邦花园二期项目的一名技
术员。

刚上班没几个月， 项目总工
安排给罗晓生一项技术课题， 为
了解决屋面找坡及渗漏问题， 需
配制一种用于回填的轻质材料，
并准备参加深圳市建协QC成果
评比， 课题名称叫 《EPS轻质混
凝土配制》。 什么是QC， 什么是
EPS， 刚出茅庐的他没有具体的
概念， 很难把它与目前的工作联
系在一起， 无从下手。 为了把这
一课题做好， 下班后的八小时之

外， 罗晓生没日没夜躲在办公室
查阅公司相关工程资料、 查找网
络资源， 自学QC成果编制教程，
学会了用QC工具PDCA循环解
决工程质量问题， 在项目总工的
指导下， 与搅拌站多次进行EPS
轻质混凝土的试配并调整配合
比， 最后EPS轻质混凝土的配制
及应用均获得成功。

在当年深圳市建协QC成果
发布会上， 一举获得了一等奖，
并同时获得全场唯一的最佳发布
奖， 也成为中建二局一公司在深
圳市第一个QC一等奖及最佳发
布奖得奖者。 罗晓生在现场发布
方 面 颇 有 心 得 体 会 ， 发 布 前
连续 6天的疯狂模拟演练， 克服
家乡潮汕话， 做到字正腔圆， 发
布大方得体 ， 他给自己定的标
准， 一直练习到喉咙发痛就达到
效果了。 在他从事技术工作的6
年期间， 连续参加了6年的QC成
果发布， 获得了3个年度的最佳
发布奖。 发布形式也从原来单一
的个人发布， 演变到最后的西游
记角色搭配服装的扮演 ， 从市
级、 省级到国家级， 均获得良好
的效果。

N个不眠之夜：换来
累累硕果

从这以后， 激发了罗晓生对
施工技术的兴趣， 他再接再厉，
在招商局广场项目任总工期间，
罗晓生紧紧抓住施工现场存在的
系列难点问题，推陈出新，与湖南
大学共同做组合结构质量健康监
测方面的研究， 将PZT压电陶瓷
技术用于工程实际， 解决了组合
结构质量监测的难题，经鉴定该
技术为国内领先， 填补了国内空
白。而这一成绩取得的背后，记不
清熬过了多少个不眠昼夜， 他带
着技术团队穿梭于工地现场及实
验室， 做大量的实体监测、 1： 1
实体试验， 并通过对采集到的大
量数据做数理统计及分析， 为工
程施工质量把脉， 最终该工程于
2016年获得国家优质工程奖。

从此 ， 罗晓生一发不可收
拾， 在技术施工、 科技创新、 难
题攻关连连发力， 取得了近百项
成果。 其中， 取得了专利11项，
其中发明专利6项； 省部级工法3
项， 国家级工法1项； 获得省部

级以上工程类科技奖项18项， 国
家级6项； 主持完成21项科技成
果， 省部级以上奖项28项； 发表
在 《施工技术》 论文6篇。

当好领头雁：创新永
远在路上

在深圳市、 甚至在广东省建
筑施工界内， 如果数起来， 谁是
技术创新能手， 罗晓生绝对算得
上一个。 但他不满足， “10年多
以来， 我在不同的岗位重复干着
平凡的工作 ， 干出不平凡的效
果， 但我认为， 最大的成就就是
不断地尝试， 不断地坚持， 不断
地书写人生新高度。” 在追求技
术创新 “高度” 的同时， 罗晓生
也在不断追求管理上的 “高度”。

深圳招商局广场、 广州万达
中心、 深圳汉国城市商业中心、
深圳海上世界双玺花园……到过
这些地方的人， 都知道这些刷新
“城市高度” 的地标性建筑， 但
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些高楼背后的
建设者们是谁和这些故事， 而罗
晓生就是这些高楼大厦建设的
“工程师”，有着太多太多的故事。

从技术总工转身项目经理、
再到大项目经理， 他自己感觉前
方的路不是一帆风顺的， 面对内
外各种压力和挑战， 也常常感觉
无奈、彷徨，事后回忆起来：“项目
管理遇到困难， 承受了来自各方
的极大压力， 曾多次想要放弃；
现在回想起来 ， 庆幸当时的选
择，没有轻言放弃，坚信黎明前的
黑暗，并最终迎来了曙光”，“当你
感觉特别困难的时候， 可能这次
收获就特别大，坚持、坚持、再坚
持”，这也许是他成功的秘诀。

今天事， 今天毕。 “今天的
事是今天的事， 今天完， 明天有
明天的事，不能推，不能延。”周边
同事经常看到他中午坐在桌前
记， 午夜还在电脑键盘不停地敲

打，凌晨发送给客户、业主邮件。

当好领路人：青年成
长快成才

万丈高楼平地起。 在罗晓生
看来， 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是城
市凝固的艺术品； 高素质建设者
团队是决定 “艺术品” 价值高低
的关键； 而培养年轻人尽快成才
是成就摩天大厦 “艺术品” 好坏
的法宝。

“罗总经常向我们年轻人分
享他自己的经历， 鼓励我们不要
满足自己书本所学的知识， 把知
识运用到工作中， 遇到困难不要
放弃， 敢于挑战， 要深信自己，
你的努力和付出， 在不断地积攒
力量， 并在不久的将来， 带来你
想要的效果。” 参加工作不到两
年、 一直在罗晓生身边工作的技
术骨干赵斌无不感慨地说。

“我们做施工项目的， 决不
能仅仅要干好工程， 拿到几块响
亮的牌子， 取得什么省优、 国有
工程， 更重要的是， 通过施工历
练， 我们能够培养出多少个出类
拔萃的人才、 项目团队。” 这是
罗晓生一直埋在心里的事， 苦苦
思索的问题。

这些罗晓生所考虑的事情，
已经逐步变为现实。 以他名字命
名的创新工作室， 吸引了公司近
百名技术人才参与， 为企业培养
了53名创新型人才， 打造了顶呱
呱叫得响亮的8个项目团队， 培
养了38名核心人员， 成了推动企
业技术创新的 “孵化器”、 培养
高技能人才的 “练兵场”。

罗晓生就是这只绚丽多彩的
蝴蝶， “蝴蝶效应” 不断显现，
前方的路越走越光明。 罗晓生哲
理就是： 不平凡的事业开始于平
凡的工作； 黎明前最黑暗， 不要
在黎明来临之前选择放弃； 只要
足够努力， 结果也会陪你演戏。

———记首届工程建设行业杰出科技青年获得者罗晓生
化蝶为舞筑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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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北京小伙儿富翔， 是北
京某空调制冷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 总 经理 、 北京福心公益东区
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从2015年开
始， 每个周末他都到北京晨光脑
瘫儿童康复中心， 陪伴这里的孩
子们， 唱歌、 做游戏、 学习知识
和生活技能。 并且富翔在四年的
时间里， 将他所带领的志愿者服
务队发展到了70人。 为了帮助孩
子们 ， 富翔前后自掏腰包18万
元。 2017年， 他荣获北京市五星
级志愿者称号。 2019年， 他荣获
第七届 “最美慈善义工榜样人
物” 称号。

计算机专业出身的富翔心中
一直有做慈善、 做义工的想法，
2015年1月， 他了解到北京晨光
脑瘫儿童康复中心有一群需要帮

助的脑瘫患儿。 从那时开始， 每
个周末， 甚至平时的工作日， 只
要富翔有时间都会陪伴这里的孩
子们。

“因为脑性瘫痪它不像是全

部都是脑发育迟缓或者智力低
下， 这些孩子有的是有正常认知
能力的， 只是由于脑部的一些病
灶影响他们的正常行动， 但是意
识上大体都是清楚的 ， 而且这

儿的孩子们有好多是被检查出患
有脑瘫之后被遗弃了的， 所以孩
子们长期缺少陪伴、 关爱。 我每
个周末都带着我的志愿者队友来
陪伴这些孩子， 与他们做一些简
单的游戏， 陪他们唱歌。” 富翔
说道。

为了让孩子们能学会独立生
活， 从2016年开始， 富翔和他带
领的志愿者服务队带孩子们学习
文化知识 ， 做课外实践 。 博物
馆 、 商场 、 超市 、 医院 、 银行
……孩子们尝试着学习如何在这
些日常生活场景完成生活所需。

其实， 每次带孩子们外出实
践都是一次非常耗费体力和精力
的工作。 因为不少脑瘫患儿行动
不便 ， 需要借助轮椅等辅助工
具， 同时要全程呵护孩子们的外
出安全。 仅2016年， 富翔和他带
领的志愿者服务队就带领20位脑
瘫儿童外出10余次。

富翔经常给孩子们加油打

气， 去康复中心周围的商场、 超
市、 社区向公众宣传， 希望更多
人来支持和帮助脑瘫患儿。 在活
动过程中， 富翔也收获了一群志
同道合的志愿者朋友。 现在， 他
的志愿者服务队已经有70人。

富翔还发动身边力量， 他的
领导、 同事、 家人、 朋友受他的
影响， 为脑瘫患儿出钱出力。 当
然， 更多的时候， 富翔不希望给
他人增添过多的负担， 自己能帮
多少就尽多少努力， 他自掏腰包
前后投入大约18万元， 其中有一
部分主要承担一些孩子的日常生
活开销。

“我觉得人的一生很短暂，
你要留下来什么？ 我觉得我可能
只能留下一份善良。 你知道有些
孩子们他们没有父母 ， 家庭贫
困， 你能通过你的身体力行帮助
这些孩子们多获得一点点陪伴、
一点点知识， 你会很有成就感。”
富翔说。

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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