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欣欣

高云柔：由民向兵的转变

———记住总集团安装公司总工程师吕莉

每天， 她都要顺着工地爬梯
一口气上到30米高空， 去查看施
工进度， 检查细部做法， 合理安
排工序， 强调注意事项。 虽然奥
运工程标准高、 难度大， 但她身
上透露的坚韧、 执着和热心则更
为浓烈。 这就是北京住总集团安
装公司总工程师、 国家速滑馆项
目机电安装负责人吕莉。

初心不改
三十年做一件事

1989年 ，22岁的北京姑娘吕
莉以优异成绩从哈尔滨建筑工程
学院供热通风与空调工程专业毕
业。一天晚饭后，她和父母在光华
路附近散步， 抬头望见一栋大楼
上“北京市住宅建设总公司”的招
牌格外醒目， 父母半开玩笑地对
她说：“原来咱家门口有一个大国
企，你以后就在这儿上班吧！ ”谁
曾想，父母一句玩笑话的契机，吕
莉便自此踏进住总集团的大门，
在建筑机电安装的岗位上一干就
是30年。

20世纪80年代初， 我国经济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迅速崛起，
首都人民的 “住房难” 问题成为
压在政府身上的沉重包袱 ， 为
此， 北京住总集团前身———北京
住宅建设总公司带着政府的重托
和人民的希望应运而生。 如何把
寒窗苦读学来的知识用在工作
中， 为人民造福， 为企业争光，
成了吕莉30年未改的初心。

刚进入安装公司， 吕莉从技
术员做起， 机关楼、 办公室里几
乎看不到她的身影。 原来， 她总
是跟着机电安装师傅们穿梭在钢
筋水泥、 冬冷夏热的工地上。 吕
莉说： “我们知道的都是书本上
的规范， 真正的实操还要向工人
师傅们学， 要在现场多看、 多问
才能学到真东西。” 面对建筑行
业的艰苦， 她从不认为女性身份
有什么特别， 有时钻研技术忙到
深夜， 工地办公室的沙发她合衣

便睡……
“当初没想过是你，可后来选

择了你，我就再也没想离开过。 ”
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康乐宫 、北
京剧院、 运动员餐厅等工程的建
设，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射击馆、
曲棍球射箭场馆， 再到2009年新
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的供电保障
工程，都洒满了吕莉奋斗的汗水。
多年的现场实践经验、 机电工程
项目管理经验以及公司技术质量
系统管理经验，使她的技术能力、
管理能力得到了长足进步， 忽而
间身后已是片片建筑浩瀚林立的
成绩斐然。

吕莉先后荣获了北京市职工
技协先进个人、 北京市知识型职
工先进个人、 华夏建设科学技术
奖、 中国安装协会成立30年优秀
科技工作者、 首都劳动奖章等荣
誉，参与编写国家一、二级建造师
执业资格考试用书、《北京市安装
工程优质奖评选办法》《北京市安
装工程优质奖工程质量评审标
准》《北京住总集团通风与空调工
程施工规范》等，是中国安装协会
“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国家优
质工程奖”现场复查专家，还是北
京市暖通专业中高级职称评审专
家，评标专家。

常存敬畏
匠心之道“守破离”

采访吕莉的几个小时里， 她
不下10次提到住总工匠和专业人
才的培养问题。 她说： “现在住
总还有一批有经验、 有热情的老
师傅们， 他们是住总机电安装方
面的工匠， 是施工中的技术骨干
力量 ， 我们必须要做好导师带
徒， 带出一批新人。”

吕莉对工匠人才培养的重
视， 正是源自于对这份工作的敬
畏， 她始终秉承一个工匠的责任
与良心，从一颗螺丝钉抓起，从一
根风管做起，真正铸造百年工程，
实现人民的乐享安居。

2015年， 吕莉牵头负责的北
京葛洲坝大厦通风空调工程荣获
国家优质工程奖、 北京市安装优
质奖。 为了克服该工程工期相对
较短、 现场施工作业面复杂、 系
统调试难度大、 与精装修配合标
准要求高等难点， 她以开展安全
生产标准化达标评级为抓手， 成
立 “工程专业技术管理组”， 坚
持超前谋划、 系统控制、 主动作
为、 规范管理， 全面梳理安全生
产管理各个环节， 查找不足， 落

实整改， 实现工程建设 “管理一
流、 质量一流”。 同时， 项目通
过从VAV变风量系统安装、 独立
内呼吸式幕墙风机系统的安装、
综合管线排布与实施、 冷站设备
管线优化改进及设备基础优化改
进等关键点着手进行深化设计及
技术改进 ， 不仅得到了建设单
位、 监理单位及设计单位的高度
认可， 亦为工程后期的运行调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7年， 吕莉担任北京城市
副中心行政办公区A3、 A4人大
政协办公楼工程机电项目经理。
面对日益发展、 更为先进的数字
化、 信息化、 智能化公建， 项目
团队深入拓展BIM应用技术， 实
现了场地布置集成化、 施工三维
模拟化、 装饰效果可视化、 管线
安装排布综合化， 解决了机电系
统复杂， 设备、 管线数量多， 管
线综合布置难度大的问题。 2017
年7月， 她获得 “北京城市副中
心季度创新工匠” 荣誉称号。

吕莉经手过的每一项工程，
生动诠释了 “守破离” 的含义：
守， 以理想为基， 久久为功而不
改初衷才能臻于至善； 破， 以思
考为底， 勤学而善思才能 “芳林
新叶催陈叶”； 离， 以创新为核，
有非同寻常的构想， 才能 “人无
我有， 人有我强”。

丹心闪耀
最高标准建“国家工程”

在国家速滑馆项目地下一、
二层主环廊， 密集但却整齐美观
地排布着机电各专业主管线，其
中包括两层通风空调风管4200平
方米、空调水管近2000米、给排水
供热管道近4000米， 电气桥槽盒
和智能建筑槽盒6000米……由于
国家速滑馆为不规则椭圆形结
构，这些机电管线都要沿着不规
则弧形环廊进行安装， 管线角度
不断发生变化。 为此， 项目部一
律采用专用机械对桥架和管道进

行定制， 使得同一位置的各管线
弧度都达到惊人的一致。 这已经
是吕莉亲自参与负责的第二项奥
运工程， 早在2008年北京夏季奥
运会曲棍球射箭场馆建设时， 她
就与 “国字号 ” 工程结缘了 。
“和2008年相比，2022年冬奥会场
馆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更高、更
新的智能化程度， 而智慧场馆概
念的落地， 就是靠机电安装工程
来实现的”，吕莉介绍道：“这些深
化设计都是由项目团队自行完成
的，目前已出图700余份。 ”

机电管廊内的26根管线全长
1052米， 全部封闭在宽3米 、 高
2.5米的环廊空间内 。 这样完美
合理的排布， 都得益于施工前利
用BIM技术进行的精确化分析与
合理化调整。 同时， 项目部还利
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主场馆地
下两层主体结构施工现场的复杂
情况进行了高效完整地记录， 将
数十万个点云数据重构的现场图
像， 与设计BIM模型参数进行比
对， 以此对机电BIM管线综合排
布及装饰装修深化设计和施工做
法进行精准调整， 有效提高了施
工效率及施工质量精确度。

“我们正在进行屋面空调通
风管道安装。 ”在速滑馆33米高的
屋面， 记者随吕莉看到了住总工
匠们教科书般的施工， 也更像一
次艺术品的创作———施工工艺精
细，整体协调美观，一管一件、一
钉一线的精耕细作成就了这一场
机电安装美学的视觉盛宴。

而这位年逾半百的女总工正
矫健地走在窄窄的马道上， 因为
她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作业
面 ， 因此无论是 “下坑 ” 还是
“上楼”， 她都如履平地， 在追求
真知的道路上不断搏击。

匠心之道， 看似无着处， 实
则可循迹。 吕莉把所有机电实体
的精工细作， 视为建筑与人的深
刻互动， 赋予了建筑动态的韵律
与美感， 以一颗永不褪色的工匠
之心为首都发展缔造 “建筑心”。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周虹 王凯丽 段佳乐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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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自己的成长与祖国的
进步相连，是人生一大幸事。走过
天安门的那一刻， 或许是我人生
中最荣光的时刻， 这种经历为我
的人生留下意义非凡的印记。 ”高
云柔是儿研所的一名工作人员，
今年10月1日， 她作为一名女民
兵，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刚接到要去参加国庆阅兵
这个消息的时候， 内心好像燃起
一团火，烧的我坐立难安。 ”高云
柔的父亲患病在家需要复查，母
亲工作之余还要照顾弟弟。 “左手
一个父母，右手一个阅兵梦，我真
的为难了。 ”后来，父亲的一句话
让她毅然决然的报名参加了。 父
亲说：“国家的事永远是大事，舍
小家为大家才能真的报效祖国。 ”

经过层层选拔和各种考验，
高云柔成为了800名训练队员中

的一员。 初到军营， 正规的军事
化管理让她心生敬畏， 严格的内

务标准， 优良的纪律作风， 鲜明
的政治立场， 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才能打胜仗， 这是一个由民向兵
的转变。

刚开始的腿功是从踢蹬翘开
始的，主要是提胯、踢腿、压膝盖、
绷脚面， 短短的几十秒她就已经
酸痛难忍。 从开始30秒都坚持不
了，一直到后来的三分钟，为了锻
炼腿部力量， 她坚持着每天做深
蹲和跑步。 “只有自己知道腿部肌
肉经受了多少次的酸痛和抽搐，
才练成规范的踢腿动作。 ”高云柔
回忆着说， 她也曾有过心理濒临
崩溃的瞬间。 在一次单兵的动作
考核中， 她因为大膝盖而被调到
替补队员， 大膝盖指的是踢腿的
时候感觉腿伸不直，弓着膝盖，很
影响动作的美观。

高云柔强忍着眼泪， 但是怀

疑却像潮水般涌上了心头。 “我
真的可以做好吗？ 我还能够上场
吗？” 有困难就去克服，高云柔开
始每天压膝盖，把腿放在椅子上，
膝盖的位置悬空， 另一个人坐在
她的膝盖上，用身体重量往下压。
有几次疼到膝盖已经动不了，室
友怕她膝盖出问题， 都纷纷劝她
别再压了，可她却说没事儿。其实
高云柔没有告诉她们， 在后来的
日子里，每次练习站立的时候，膝
盖的骨头缝都会钻心的疼。

就这样日复一日， 她咬牙忍
了过来。幸运的是，她的努力没有
被辜负，大膝盖真的消失了，她也
在下一次的单兵考核中重新进入
排面，并且成为一名钉子兵。

“当时，我的例子也激发了身
边很多队友， 她们出现消极的心
态时就会来找我倾诉， 我也尽自

己最大地努力做好一个心理导
师，帮助她们重拾信心。 ”这个经
历让高云柔明白， 在追逐梦想的
道路上，谁努力谁才有可能成功。

参训过程中经历的艰苦是高
云柔从未体验过的， 恶略的天气
使皮肤反复晒伤， 脚上的血泡磨
成了茧子， 茧子里面再出水泡，
挂枪的肩膀酸痛难忍， 长时间握
枪姿势导致右手麻木毫无感觉，
衬衣湿了又干， 干了又湿。

即使这样， 高云柔从未因病
痛请过一天假， 落下一堂操课。
两百多个日日夜夜的坚守， 那份
藏在她心里的， 是一直以来不曾
改变的忠诚 ， 对祖国的热爱 。
“未来， 我会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带着这种精神继续回到我的
工作岗位中， 为医院奉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

卅年磨一剑 匠心照丹心
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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