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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文

企业生产的难点卡点， 被他们一个个地
攻克；

大国重器的关键环节， 被他们一个个地
攻破；

劳模 “担纲领衔”， 工程技术人员和一
线职工 “唱主角”， 一个个创新技术被激活；

劳模创新工作室正在成为新时代大国创
新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近日， 午报记者走进一批活跃在基层的
劳模创新工作室， 为您带来了他们最新的激
情创新故事———

北京劳动者
之之歌

触电、 高空坠落、 墙体坍塌自救逃生……如
今， 在建筑领域， 建筑工人的安全教育培训已经
由说教模式变成了体验式安全培训。 这一模式的
创新， 正是由杨金锋劳模创新工作室开创的先河。

成立于2014年的杨金锋劳模创新工作室， 以
北京天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杨金锋为
领军人， 主要涉及建筑施工领域， 为企业解决施
工现场实际技术难题， 开发创新型施工工艺， 围
绕建筑节能、 绿色施工开展技术研发和创新， 开
展创新能力培训、 技术成果推广等。 团队自成立
以来， 累计开展各类科研课题50余项。 近三年来，
团队开展课题达到30项。 累计取得国家发明专利
成果7项， 实用新型专利41项， 北京市工法14项。
其中， 《建筑安全体验式教育技术及装备研究》
项目成果顺利转化应用并在全市推广， 巨大的示
范效应带动了建筑行业对安全体验模式和技术的
关注与应用， 并对整个社会安全事业的发展产生
了先导性影响。

如何提升建筑工人的安全意识一直是杨金峰
的一块 “心病”。 然而， 一直以来的口头、 书面教
育培训， 很多新进场的工人根本听不进去。 杨金
峰认为， 只有 “身临其境” 式的安全教育， 才能
从根本上解决培训工人 “一遍忘” 的问题。 于是，
杨金峰带领工作室团队， 在项目技术成果基础上，
项目组开发了40多个安全体验项目。 2014年， 天
恒建设安全体验培训中心作为北京首家室内安全
培训体验中心建成， 由此杨金锋主持设计的安全
体验式培训教育模式一炮打响。

2015年， 北京市住建委将天恒建设安全体验
培训中心列为北京市首批五家安全体验培训基地
之一。 2016年， 在杨金锋的主持设计下， 北京城
市副中心工程安全体验培训中心和新航城安全体
验培训中心先后投建。 其中， 副中心体验中心因
场馆需要跟着项目走， 经过杨金锋和团队的头脑
风暴， 开创了模块化菜单式搭建模式———把安全
培训体验项目安装在集装箱里， 不仅好搬， 拆装
费还能大大降低， 而且根据每个工程的特点， 需
要培训哪几个项目就培训哪些， 可随意组合， 为
各个工程项目量身打造安全体验教育。 更让人振
奋的是， 经过安全体验培训， 北京城市副中心一
期和雄安新区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均实现安全生
产事故的 “零” 目标。

去年 ， 培训中心再度升级 ， 用上了 “大数
据”。 由该工作室承担的大兴区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课题， 基于安全体验教育信息化管理， 建立了一
个实用、 统一的建筑工人综合管理大数据整合平
台， 涵盖安全教育管理、 劳务工人管理等内容。
通过平台客户端、 体验馆客户端 、 项目客户端、
手机客户端4个端口， 实现了4个维度的工人数据
分析， 大大提升了场馆的教学水平和标准化水平。

“安全培训无止境！” 杨金锋团队期待让安全
教育向更多人普及， 而不仅仅是建筑工人。

北京天恒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杨金锋劳模创新工作室

开创体验式安全培训先河
终结建筑工人培训“一遍忘”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装与环境工程部
刘福全劳模创新工作室

2018年12月8日， 嫦娥四号发射成功。 嫦娥四
号任务的成功发射实现两个人类史上的 “第一
次”： 第一次实现人类探测器月球背面软着陆； 第
一次实现人类航天器在地月L2点对地月中继通
信。 此前， 嫦娥一号、 嫦娥二号、 嫦娥三号探测
器连续发射成功。 2020年7月23日， 中国首个火星
探测器天问一号发射升空， 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而这些任务的背后都有这样一个匠心巧手的航天
器总装团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装与环
境工程部刘福全劳模创新工作室。

该团队有成员18人， 拥有全国技术能手1人、
航天技术能手4人、 “探月工程突出贡献者” 2人、
“中央企业优秀共青团员” 1人、 “航天贡献奖” 1
人、 “集团公司劳动模范” 2人、 享受 “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 1人。

作为团队的领头人， 卫星总体装配操作指挥
特级技师刘福全坚持不懈为国家重大专项工程顺
利实施提供保障服务， 已亲手将30余颗卫星成功
送入太空， 并先后获得六部委联合颁发的 “探月
工程突出贡献者 ” 及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全国技术能手”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劳动模范”、
“航天贡献奖” 等荣誉。

该团队成立于2004年。 面对繁重的任务， 不
仅团队成员披星戴月全力以赴， 刘福全更是时常
工作到深夜。 嫦娥系列探测器研制充满挑战， 尤
其是世界首个在月球背面软着陆的航天器嫦娥四
号， 没有前人经验和可照搬模式， 团队不断地在
攻关创新中发掘工作的乐趣， 在专注业务的实践
中探索匠心的真谛。

面对全新的嫦娥系列探测器状态， 刘福全团

队已累计解决了90余项关键生产难题， 提出了30
余项创新方法， 攻克了22个舱器并行总装带来的
进度和质量双重挑战， 为探月工程做出了自己的
贡献。

刘福全撰写了 《卫星激光高度计安装技巧》
等多篇技能论文， 技术总结论文7篇， 参与编制所
标4项。 总结多年经验编写卫星总装技术讲义9万
余字。 同时并结合岗位工作和操作经验成果， 总
结提炼形成了多项绝招绝技和操作方法。

作为团队领头人， 刘福全深知优秀团队对重
大工程的重要， 他注重言传身教， 强化技能传承。
他总是说， 工作中的一个细节的差失与一个小小
隐患， 就可能影响到卫星的正常研制， 甚至对整
个探月工程产生重大影响。 他和团队成员们秉承
“质量即生命” 理念， 每一个螺丝钉， 每一处保温
多层， 都做到精益求精， 保证没有一丝疏忽。 为
帮助年轻工人成长， 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绝招
绝技传授给每一个人。 手把手培养出了15名徒弟，
其中4名徒弟已成长为班组长， 团队唯一的 “90
后” 也在技能比武中获得 “航天技术能手” 称号。

每个嫦娥系列探测器的顺利飞天， 刘福全团
队都要奋战上千个日夜， 完成近万道复杂的总装
工序和测试工作， 攻克百余个技术难关。

如今嫦娥五号整装待发， 团队全体成员在自
己的岗位上再一次发起冲击。

精益求精雕琢飞天重器
更上层楼成就探月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