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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先锋
今年年初疫情发生后， 所有

人不得不居家办公、 学习。 怎样
做才能让无法返回幼儿园的孩子
们感受到老师的关爱， 脸上重新
绽放纯真笑容呢？ “云办公” 的
形式给了北京市宣武回民幼儿园
教师高嘉翼很大灵感， 苦恼多日
的她笑了。

高嘉翼2015年参加工作， 当
初选择幼儿教师这份职业的理由
很简单， 就是她非常喜欢和孩子
们在一起玩。 虽然工作时间不算
很长， 但在幼儿园 “爱与包容”
教育理念的引导下， 她学会寓教
于乐地培养孩子， 给予孩子们充
足的爱与成长空间， 逐渐成长为
一名备受幼儿喜爱的称职幼师，
2018年， 高嘉翼荣获 “西城区优
秀教师” 称号。

“如何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
时 ， 让家园沟通更加充分有效
呢？ ” 高嘉翼在认真思考一番后，
想到可以运用网络视频与孩子
“云见面”，实现爱的相聚，她激动
得一夜没睡， 一遍遍想着要和孩
子们说哪些话，和孩子们视频见
面的场景也像放电影似的不断在
脑海中浮现。 考虑到中班孩子的
年龄特点和视频的局限性， 她还
提前准备了小游戏和歌曲， 万事
俱备， 等待着重聚时刻的到来。

“高老师好” “高老师， 我
终于见到你了” “高老师， 我好
想您！” …… “云相聚” 的当天，

一 张 张 熟 悉 的 小 脸 陆 续 出 现
在 电 脑视频中 ， 不少孩子兴奋
地提前一小时就进入云会议室，
看见高老师的脸 ， 他们连声欢
呼， 忙不迭地问好， 视频里一下
子热闹起来。

玩手指游戏、 说童真歌谣，
师生都十分珍惜这次相聚机会，
30分钟的视频见面会充满欢声笑

语， 像开学一般热闹。 当 “一朵
花 、 一棵树 、 一座房子 、 一条
路 ” 的 《红山果 》 熟悉旋律响
起， 他们不约而同地唱起来， 33
个画面里同时做着整齐的动作，
仿佛一下子回到课堂上。 看着一
张张可爱的小脸， 高嘉翼的心里
涌起了莫大的幸福感。

在 “云相聚” 的最后部分，

高嘉翼向孩子们介绍了后续的班
级云活动， 不仅有老师的定期分
享 ， 还有小朋友展示自己的机
会， 鼓励大家争当小老师， 教小
伙伴们玩游戏、 学本领， 也可以
当小主播展示才艺、 播报天气。
听到如此有趣的安排， 孩子们兴
奋地在视频里高高举起小手， 迫
不及待地想要参与活动。

通过视频会面， 老师和孩子
们之间的距离被拉近， 重聚时刻
变得让人更加期待， 线上小主播
活动很快就启动了。 高嘉翼根据
报名情况特地制作出精美的活动
海报， 让孩子们了解每周的活动
内容， 班级微信群里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地交流， 驱散了生活中缺
少同伴的寂寞。

朗朗是全班年龄最小的男
孩， 平日里总喜欢坐在一边安静
地听着别人说话， 但这次线上小
主播活动他是第一个报名的， 勇
敢地成为所有人关注的主角。 在
云展示中， 朗朗认真地分享自己
的英文绘本， 其他小朋友安静听
着， 读完后朗朗又和伙伴们一起

用学过的英语聊起来， 显得落落
大方。 老师和家长透过屏幕关注
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 为他们精
彩的表现欢欣鼓舞。

疫情防控期间， 高嘉翼每个
月都举办一次视频见面会， 线上
小主播活动则一周举办一次， 还
开展了 “我是劳动小能手”、 介
绍新班级新玩具等线上活动， 帮
助孩子提高自我服务能力， 激发
对幼儿园的兴趣。 孩子们每次都
踊跃参与， 师生相隔的藩篱不知
不觉中被突破。

新学期终于开始， 重新见面
的师生没有半年不见产生的陌生
感， 而是感觉分外亲切， 这都亏
了 “云相聚” 活动。 “疫情困住
了我们的双脚， 却为大脑腾出了
思考的时间。 作为老师， 我们可
以主动出击 ， 变危机为契机 。”
高嘉翼说。

对于未来的工作， 经历过疫
情考验的高嘉翼更加自信， 她说
幼儿园里有无数可爱的笑脸，有
自己追逐的梦想， 即使青丝变白
发，对这份职业的爱也不会改变。

“假若你一直和时间赛跑，
你就可以永远跑在时间的前面。”
在何小伟办公记事本的扉页上，
工整地写着这样一行字。 翻开他
的记事本， 上面大大小小的事项
映入眼帘， 每一项都被清楚标记
了一个不可更改的完成期限。 这
个分秒必争， 时刻与时间赛跑的
人就是住二公司天津武清雍华园
项目部主任工程师何小伟。

任职半年瘦了20斤
2013年3月入职北京住总二

公司的何小伟， 先后经历了华严
北里项目、 武清杨村河东项目、
成都主题公园项目、 双港新家园
项目技术质量一线岗位的锻炼，
于2019年5月被公司任命为武清
雍华园项目部主任工程师。 作为
“后浪”， 全面负责项目部技术质
量管理工作的他坦言说： “真真
正正地感到了压力倍增， 任职半
年 ， 体重就从 130斤掉到了 110
斤。” 压力最大的时候， 同宿舍
的高玉省笑说： “何小伟连晚上
说梦话都在讲工作上的事情。”

给自己压力， 就是给自己动
力 。 何小伟告诉记者说 ： “每
天， 我都要看着记事本上的完成
期限， 对自己说： ‘记着， 你还
有份工作未完成。’ 然后强迫自
己静下心来做事， 直到把工作完
成。” 他时刻为自己制定一个目
标， 并为目标设置严格的完成期
限。 “既然外界的各种原因使得
我无可后退， 那更多时候就需要
自己来逼迫自己。” 何小伟说。

2019年雨季到来前， 正值雍
华园项目预备基坑支护期间， 这
是后期施工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
节点。 为了确保项目平安度汛，

完善施工方案刻不容缓。 何小伟
带领技术部门对施工图纸进行了
细致深入地学习、 分析和研究，
反复踏勘现场， 讨论了多种施工
方案并赶在雨季到来前完成制定
实施。 最终， 工程顺利通过五方
基坑验槽工作， 为后续施工开了
一个好头。

吃饭6分钟 看书6小时

本领不足和 “知识恐慌” 是
任何时期都会存在的， 抓紧时间
看书学习， 用知识来武装自己 ，
是何小伟的应对之策。 为了考取
一级建造师职业资格证书， 他给
自己制定了极为严苛的学习计
划， 每天吃饭的时间都要精确到
以分钟为计算单位。

备考期间， 除了保证工作按
时推进完成以外， 何小伟给自己

安排的每天晚间学习时间是至少
6个小时，这样计算下来，平均每
天的睡眠时间只有4个小时。白天
干工作，晚上攻专业，吃饭6分钟，
看书6小时，办公室成为了他的第
二个宿舍。在何小伟的努力下，迎
来了一级建造师和中级工程师一
次性通过的喜人成绩。

何小伟不仅努力提升自己，
还积极组织项目部更多的 “后
浪” 们利用空闲时间看书学习 ，
并把自己在取证方面总结的经验
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 在他的
带动下， 去年， 项目部有2名年
轻同志顺利考取二级建造师职业
资格， 另有2名新入职职工顺利
通过助理工程师考试。

疫情时期扛起重任

2020年春节， 新冠疫情发生

后， 何小伟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
会， 坚守在项目施工一线， 一边
抗击疫情， 一边辅助复工复产。
在他的带动下 ， 项目上的 “90
后” “95后” 们也纷纷投入一线
战斗中， 那些爸妈眼中 “长不大
的孩子”， 同事口中 “那个新来
的大学生小伙子” 经过疫情的洗
礼， 俨然成长为项目部防疫一
线 的 先 锋与复工复产的主力 。
尽管这些项目青年不是与疫情贴
身 搏 斗 的 白 衣 战 士 ， 却 是 为
防疫物资奔忙的采购人员， 一
丝不苟进行消毒杀菌的后勤人
员， 也是千方百计优化施工方
案的技术员 ， 守护工程生命线
的安全员、 质检员……每一个都
是硬核担当， 为复工复产、 安全
生产、 基础预防提供了坚实的后
方保障 。 何小伟说 ： “‘非典 ’
时， 我们还懵懂无知； 汶川地震
时， 我们还青春年少； 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时， 我们都
是战士！”

4月8日， 初春的武清雍华园
项目施工现场， 机器轰鸣、 吊臂
起落。 由于在疫情防控与复工复
产工作中表现突出， 何小伟被项
目部全体青年推选为青年突击队
长 。 6月5日 ， 北京住总二公司
“党建先锋+保履约 、 强质量 、
促安全” 劳动竞赛启动暨青年突
击队授旗大会在雍华园项目施工
现场举行 。 在全场人员的注目
下， 新任突击队长的何小伟从公
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孙宗安手中
接过崭新的 “青年突击队 ” 队
旗。 他庄严表态： “定将不负嘱
托、 牢记使命， 带领突击队员以
高标准、 严要求， 高效完成各项
任务目标。”

如今， 鲜红的青年突击队队

旗在防疫一线和复工战场高高飘
扬， 项目部也正向着年底外檐亮
相的目标发起冲刺。

“不缺席”的父亲

善于管理时间的何小伟一直
保持着一个习惯， 那就是每天晚
上在相对固定的时间与家人进行
简短的视频。 “又在写笔记呢？”
“你懂得。” 夫妻俩一段固定式的
常规对话后， 妻子总是第一时间
把儿子们挨个抱到手机屏幕前。
这个时候的何小伟， 脸上总是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对着屏幕逗着
孩子们开心。

年轻的何小伟有3个儿子 ，
一个两岁多， 两个一岁多。 因为
工作原因 ， 需要长时间离开家
庭， 何小伟对父母、 妻儿总是有
一种无法消除的愧疚感。 “两个
小儿子刚刚出生， 我就从家里出
来了， 只能让父母和妻子在家带
着3个孩子。 我错过了太多， 也
亏欠了太多， 感觉真的太愧对家
里人了 。” 但是为了工程建设 ，
何小伟只能把对家人的这份愧疚
埋在心里， 因为他知道， 只有通
过自己的努力， 才能缩短自己与
家的距离。

为了不缺席孩子们的童年，
去年， 何小伟将家里人都接到了
天津， 接到了自己的身边， 尽可
能多的利用休息时间去陪伴孩
子、 陪伴家人。 “等忙完这一阵
儿 ， 就能放假回家陪儿子了 。”
何小伟笑着说。 作为心底最柔软
的一部分， 每当提到家人， 他眼
眶都会微微泛红， 但是每当说起
儿子会走路， 会叫爸爸了， 何小
伟脸上那种自豪与幸福又是那么
的真切而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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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宋仕超 邓伸涛

分秒必争 做与时间赛跑的人
———记住总第二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天津武清雍华园项目部主任工程师何小伟

用“云相聚”突破师生相隔藩篱

□本报记者 任洁

———记北京市宣武回民幼儿园教师高嘉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