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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立芬： 一次辩论赛开启郊区学生“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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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一毕业， 他没有一丝犹
豫， 背起行囊踏上了征程， 跨越
3500公里， 来到深圳开始在建筑
行业摸爬滚打的日子。 13年来，
他从基层质检员干起， 先后做过
工程部科员、办公室主任、项目书
记、总工程师、物资部经理……一
路踏踏实实走来， 几乎从事过建
筑行业中的各个岗位， 已经成为
深谙企业管理、 熟悉精通各项业
务的行家里手。 他就是现任中建
二局三公司华南分公司副总经理
王佳庆。 2020年， 他荣获全国劳
动模范荣誉称号。

“啃”下硬骨头
组建团队在“云端”筑梦

2008年， 王佳庆大学毕业，
经过几年建筑行业的历练后 ，
2014年在深业物流中心项目开始
担当重任， 使他成为公司承建超
300米建筑第一人， 这也成为他
人生的转折点。

这座位于深圳罗湖笋岗片区
的超高层建筑， 总建筑面积65万
平方米， 塔楼最高318米， 即使
在高楼大厦林立的深圳， 也足以
跻身前10名。 但当时， 公司却没
有一支成熟的300米以上超高层
建筑施工团队。

既然都没经验， 那为什么不
给年轻人机会？ 一番斟酌后， 公
司领导大胆任命年仅30岁的王佳
庆为该项目常务副经理， 组建了
一支由20多名年轻人为班底的全
新团队， 来 “啃” 这块硬骨头。

项目电梯运营的核心筒根基
巨型底板 ， 厚度达到7.8米 ， 混
凝土浇筑量8300立方米， 按照3
天内必须完成浇筑的进度要求，
需要850多台搅拌车时刻不停地
浇筑。 这是王佳庆团队面临的第
一道难题 。 7.8米底板厚度 ， 甚
至超过了位于北京CBD528米的
中信大厦底板厚度。 为了保证浇

筑连续性， 王佳庆深思熟虑反复
论证后， 制定了 《核心筒基础层
台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方案》。 车
辆进场浇筑位置在哪里， 浇筑完
了怎么离场， 工地外面准备的车
辆有多少合适， 如果出现拥堵如
何补救， 泵管堵住了怎么办， 都
在方案中详细落实， 并逐一交代
给了每个环节管理人员。 经过精
确计算， 他连16分钟浇筑一车的
时间节点都清晰地标注出来。 3
天连续浇筑中， 王佳庆除了少量
休息外， 寸步不离浇筑现场， 最
终确保底板浇筑顺利完成。

2016年12月30日，318米的深
业物流中心项目封顶， 并荣获钢
结构金奖等多个全国大奖。此后，
王佳庆陆续承接了220米的金利
通金融中心和180米的中洲滨海
商业中心工程项目， 继续在 “云
端”筑梦。

集众人智慧
创新工作室成果斐然

“优秀工程师要善于突破现
有条件限制， 发挥集体力量、 创
新思维， 针对性地解决施工现场
问题 ， 才能做出高质量工程 。”
王佳庆说。 工程管理专业出身的
他 深 知 什 么 叫 “群 策 群 力 ” 。
2015年1月1日， 王佳庆创新工作
室正式成立， 发挥每一个成员智
慧成为工作室致胜的 “法宝”。

2014年入职的郭朋朋， 如今
已经成为能够全面掌控生产管理
的专家， 而让他能快速成长的就
是王佳庆的启迪式培养。

深业物流中心项目建设过程
中， 王佳庆带领团队全力攻克超
高层核心筒爬模与铝模两种不同
模板加固工法， 如何结合才能避

免加固不牢、 出现漏浆？ 研究一
度陷入困境。 当时， 还是新员工
的郭朋朋在工地现场看到工人施
工工序时突发奇想， 向王佳庆建
议： 能否将木模板加固螺栓技术
用在铝模板上， 解决铝模板固定
强度不足的问题。 王佳庆并不因
他是新员工而忽视， 反而耐心听
取郭朋朋的工艺方案， 随后同工
作室成员一起研究方案的可行
性， 最终采用了郭朋朋的建议，
并优化制定出 《超高层核心筒爬
模与铝模结合部位施工工法 》，
使不同模板结合部位混凝土外观
质量显著提升。 该成果也获得中
国建筑2016年QC成果一等奖。

善于用人、 敢于用人是王佳
庆的特点。 他说：“当时团队平均
年龄不到27岁， 谁也别说谁业务
水平更高， 我的原则就是广开言
路，在业务交流中实现自我提升，
而不是搞‘一言堂’的长官意志。 ”

那时 ， 创新工作室设有安
全、 质量、 技术、 管理4个小组，
每半个月召开一次课题讨论会，
成员们结合项目实际提出各自的
优化方案和可行性研究， 与其说
是开会， 更不如说像是一群创业
者的 “头脑风暴”。 只要被创新
工作室最终采用的， 建议人都会
获得不同的奖励， 良性互动氛围
让创新工作室成员迅速提升了业
务技能。

数年来， 工作室结合自身成
果， 在专利申请和论文撰写等方
面对其他项目进行了100余场培
训， 培训人员达4000余人次。 工
作室共培养了1名省级劳模、 2名
市级劳模、 1名高级工程师、 6名
中级工程师、 4名项目技术总工
及一大批创新型人才。

善于总结提炼
施工方案成企业核心优势

让华南分公司总工程师黄勇

记忆深刻的， 是王佳庆的总结提
炼能力， 其中总结的施工方案已
成为分公司施工管理的核心优
势。

深业物流中心项目虽然属于
标准层施工， 但当时团队并没有
太多经验丰富的人， 面对工期节
点压力，王佳庆总结出了一套《超
高层核心筒标准层施 工 工 期 节
点计划 》。 《节点计划》明确了每
一层的施工计划安排， 其中细化
了钢筋、模板、混凝土不同工艺的
作业时间、 人数、 质量要求等内
容， 甚至不同工序之间的穿插和
人员组织安排， 以至奖惩措施都
清晰明了地列举出来。 “拿着这份
方案，只要是懂工程的人，哪怕是
刚入职的毕业生， 只要严格按照
时间节点执行， 也能实现4.5天/
层的施工速度。 ”黄勇说。

在王佳庆的带领下， 以创新
工作室为载体， 团队共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8项， 9
项施工技术创新达到国内先进水
平， 24项研究成果服务于生产实
践， 累计创效近3000万元。

2017年底， 王佳庆劳模和工
匠人才创新工作室作为广东省总
工会6家参展代表之一， 参加了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的国际创
新创业博览会， 向与会者展示了
建筑工地上的创新成果———“互
联网+” 智慧工地。 一位参会领
导评价王佳庆的VR应用是 “每
看一次都是拯救了一条生命， 是
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经过13年的建筑行业磨砺 ，
如今的王佳庆已经成为广东省建
筑业知名人士， 这让他对未来有
了更多期待。接下来，深圳和广东
乃至周边省份的建筑市场 ，将
成为王佳庆未来奋斗的区域 ，
虽然市场变化多端，但这个东北
汉子将 继 续 扎 根 华 南 市场 ，用
自己的“初心”为企业发展努力下
去。

延庆一中地处北京市生态涵
养区， 这里山明水秀， 但远离繁
华都市， 信息相对封闭， 接受新
事物的机会相对匮乏， 是不是这
里的孩子就一定不如城里同龄人
出色呢？ 一次学生辩论赛， 让延
庆一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田立芬
看到了郊区娃的可塑性。

2019年11月的一天， 田立芬
所带 “1+3” 培养项目班的学生
无意中看到高年级学生辩论赛的
海报， 心生向往， 这名学生小声
嘀咕： “要是咱们也能参加就好
了。” 正好听到学生想法的她心
中一动， “对呀， 我们也可以搞
一次这样的活动， 更大范围地锻
炼学生们思维能力。”

说干就干 ， 为了这次辩论
赛， 田立芬进行了充分准备。 学
生们非常积极， 她所带两个班的
学生居然组建了12支参赛队伍，
加上主持人和工作人员， 两个班
80%的学生都参与到活动中。 学
生自己出海报、 查资料， 还学会
利用中国知网等专业学术网站读
论文、 找数据， 投入程度不亚于
准备一次大考。

从一开始试辩论时的磕磕绊
绊、 自说自话， 到最后巅峰之战
的精密布局、 锋利反击， 历时一
个多月的比赛让田立芬清晰地看
到了孩子们的成长 ， 不仅感叹
“孩子们太有可塑性了”。 现在，
她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依然很兴
奋， “孩子们用睿智敏捷， 严密

的逻辑， 有力的论证征服了现场
的老师、 同学和家长， 我们陶校
长激动地说， 只要这样搞下去，
清华北大对你们来说都是 ‘副产
品’。” 田立芬说。 学生辩论时的
精彩流畅程度让她惊艳， 那一刻
她觉得自己一个月的辛苦和付出
都是值得的。

参加辩论的学生都得到很好
的锻炼， 上语文课再发表观点时
变得更加有理有据。 冠军队和四
强队的队员现在多数都是班干部
和学生会干部， 并且成为主力，
冠军队还将代表学校去参加更大
平台的比赛 ， 迎来他们的 “高
光” 时刻。

这次辩论赛的成功， 打破了
班级日常生活的波澜不兴， 调动
起所有人的积极性。 学生们追着
田立芬询问： “老师， 咱们还搞
辩论赛吗？” “老师， 我们可以
办点别的活动吗？” 她进行了一
番详细计划， 改造了原有的吟诵
社团， 目标是把高考所有需要背
诵的诗词都唱出来。 目前吟诵社
团共有16名成员， 大约每周开展
一次活动。

田立芬是土生土长的延庆
人， 参加工作已有20年， 她喜欢
家乡的山山水水 ， 喜欢家乡的
人， 愿意把汗水洒在家乡的土地
上。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 她的课
堂通常是从学生的问题开始的，
根据学生的特点展开教学， 同时
教的两个班教学流程也会有所不

同， 并不循规蹈矩。
教学中， 她喜欢开展多样的

语文实践活动， 带领学生认识语
文学科的丰富与有趣。 她由一篇
作品推而广之， 引领学生去阅读
积累优秀作家的其他作品， 并带
着学生读诗写诗， 通过养成热爱
读书， 喜爱写作的习惯， 指导他
们掌握高中阶段必备的语文素养
与能力。 到现在为止， 学生们的
诗选已经在公众号上出了四期。

“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提升
语文能力”， 这是历届学生对她
一致的评价。 上田立芬的课， 学
生翟秀颖很少走神儿， 因为 “田
老师讲课太有意思了， 说话妙语
连珠”。 学生徐颖筠说： “您在
课堂上的幽默总可以把气氛点
燃， 每次都可以使同学们的积极
性达到最高点。 您授课的方法是
那么与众不同， 每节课都令人回
味无穷。” 听过她的课， 家长王
英杰也给出相似评价 ： “田老
师， 听您的语文课是一种享受，
能感受到您的才华横溢 。” 2019
年， 田立芬获得北京市语文教师
基本功大赛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