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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贾建彬

对
于我们T3项目部而言，2009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

年。年初经济衰退引起的合同额锐减，工人数量随

之减少，劳动力调配捉襟见肘；两位同事的人事调

动，几乎砍掉了项目部的左膀右臂；公司下达的600万元合同

指标，使我们像上了发条的闹钟一样，在压力的推动下奋战

了半年多；诸多项目扎堆上马，管理人员不分昼夜紧盯施工。

我们项目部就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情况下，如履薄冰地走完了

这一年。今天，回顾这些过往，我们感慨万分，同时又豪情万

丈！因为我们终究克服了以上诸多的困难，可以说比较圆满

地完成了T3项目部维保和改造工程两部分的工作。

2009年初，金融海啸引起的经济衰退中民航业首当其

冲。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对所有维保合约商提出

同舟共济的方针，并要求T3-C航站楼土建维保合同额减少

20%，且降价不降质量。在开局不利的情况下，我项目部经过

慎重考量，决定与工人同舟共济，降薪不减员，共度难关。

工人们也普遍对这一政策表示支持。由此我们渡过了年初的

减员危机，可是随之而来的是一年的每日琐碎的土建维保工

作。根据公司的要求，我项目部始终保持不超过90名工人，

T3项目部的2009
甲方指出哪点不足我们就改，指出一点就改一点，看起来很笨，其实是最老实最聪明的办法

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全景 [设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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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现场一线的工人数量大约为78人左右，这区区78名员

工相对于55万平方米的T3-C航站楼又是何其的渺小？因

此，现场值班室常常出现劳动力调配捉襟见肘的情况，也

常常出现工人由于调动过于频繁而满腹牢骚的现象，加

之东区管理部对维保工作一丝不苟的严格要求，现场值

班管理人员和值班工人常常是忙得不亦乐乎。年初的几个

月，我项目部可以说是一直这样超负荷运转的，无论是工

人还是管理人员。

年初几个月的维保工作在航站楼东区管理部的严格监

管和督促下逐渐从挫折中成熟完善起来。1月份，航站楼内某

施工单位的施工人员与旅客发生口角，东区管理部和我项目

部共同建立起了夜间施工检查机制，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在2009年的全年工作中，施工检查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协助东

区对夜间施工进行了有力的监管，并且将施工检查中存在的

问题及时向东区进行了上报。4月份，由于我项目部工作的纰

漏，旅客卫生间一扇隔断板门脱落。为此我们项目部专门制

订了卫生间专项巡视办法，并将这一做法逐步扩展到旅客吸

烟室等旅客密集活动区域，十分圆满地保证了09年重点旅客

服务设施的正常运转。5月份，针对备品备件库存管理的混乱

状态，我项目部制订了备品备件管理办法，整顿了库存管理

中存在的积弊，并协助东区将这一管理办法推广到整个T3的

土建维保工作中，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库存管理数据库，对库

存实现了数字化管理。（图1为我们协助东区物业管理部建立

的备品备件采购流程）

在工作中不断完善的维保项目体系不断推进我们维保

工作服务质量向前发展，客户满意度调查始终保持不错的

成绩（见图2，全年平均满意度得分95.4分，满分有9个）。我们

项目部大多是工程背景出身的，搞起服务来其实都不是很在

行，但我们所具有的惟一称得上优点的地方就是蓝领人的

服务精神。甲方指出哪点不足我们就改，指出一点就改一点，

看起来很笨，其实是最老实最聪明的办法，我们不会在甲方

那里说什么花言巧语，也不会什么阿谀奉承，仅仅是日复一日

地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使得甲方能够感受到我们服务的

价值。航站楼内出现的紧急抢险事件中，总会有我们项目部

跑前跑后的身影；雨季玻璃外幕墙大面积漏水，我们冒雨搭

苫布；发生扰乱秩序事件时，我们搭设防护设施维持秩序；

冰雪封住轨道，我们除冰扫雪。我们一直在默默地做事儿，

事后也没有邀功请赏，可是甲方看在眼里、记到心里，年终给

我们颁发了2009年度T3最佳合约商奖[·]，可以看作甲方对

我们工作的肯定以及对我们的信赖。

航站楼内的改造工程项目是我们2009年工作的又一

个重点，同时也是我们要啃的一块“硬骨头”。公司给我们下

达的业绩指标是合同额600万，同时年初两位同事相继调

离项目部，摆在我们5个人面前的是一份艰巨的任务和人力

匮乏的局面。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项目部的两位年轻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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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东区物业管理部建立的备品备件采购流程表

图2：满意度得分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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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京城建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的分包商，
我司自2008年
开始承担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3
号航站楼的维
护、保养工作。
期间，我司投
入百余人的工
程队伍，日夜
奋战在国门一
线。如今，他们
辛勤的工作、
无怨无悔的付
出，终于为公司
赢得了赞誉。

伙子迎难而上，勇挑重担。我在公司相关部门的帮助下，承担了

2009年项目部承接的几十项大小工程的预算、施组编制和结算

的全部工作；关琳在项目部技术经理李贵胜的帮助下快速成

长，开始是协同工长组织施工，后来就可以独立指挥一些工程

的现场施工了。就这样，在占用公司最少人力资源的前提下，我

们项目部承接了首股大小16个工程项目，超额完成了公司下达

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主要施工工作集中在夜间，而大量

维保工作又集中在白天，我们项目部员工真正的夜以继日、不眠

不休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工程项目。这期间有人累病过，有

人累瘦了，可项目部同事喊出的口号是“轻伤不下火线”，办公室

里边吃药边讨论工程进度，办公桌前趴一会就算是休息。我们

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汗水和心血浇筑了2009年T3维保项目部

辉煌的业绩。写到这里，我想起同事关琳的一句话：苦，就是给

年轻人吃的嘛！

我们项目部就是这样一个团结奋进、敢吃苦、肯吃苦的年

轻队伍，是我们使得T3项目部的2009年不平凡，也是这个集体

使我们生命中的这一年更不平凡。

全年平均满意

度得分为

全年获得

100分的次数为95.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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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吴岩

2010年的力天，行政部员工的忙碌身影

和微笑总是让人心中一振，这不逊

色于工地开工的忙碌是什么呢？

一直以来，《客户满意度调查表》是力天献给客户的

“特色菜”，2010年，公司开始在内部推行《满意度调查

表》，因为，力天想求证：它曾给客户带来的满意——是否也

可以带给内部管理同样的收益呢？

于是乎，行政部——这个公司的“管家”首先尝试推行

《满意度调查表》（内部）。短短2周，员工从茫然到欣喜开始

了“自我修正之旅”。前台文员开始对着调查表琢磨：为什么

主管给了办公环境维护满意？办公礼仪服务却是较满意？是

我的精神面貌有问题？还是我的着装不合适？司机开始念叨：

“落实口头指示也是考核的内容？我必须坚持每天写工作日

记了！”秘书开始自问：文件批示是否都给各部门了？他们落

实了吗？这关系着我的满意度评价啊！于是，你看到了一路

小跑追着主管提问的员工，也看到了前台文员更加明媚的笑

脸，更看到了秘书等候在忙碌的副总桌前的纤细身影。在力

天2010年的办公室内，“公开、公正、透明”的企业文化处处彰

显，上级、下级之间的配合与服务在力天随处可见。

这春天的气息，让力天人开始品味和思考：原来用这样

的方式也能实现韦尔奇[·]老先生倡导的“沟通、沟通、再沟

通”，原来“上下同欲”并不是美好的心愿，原来“不通则痛”的

管理弊病也有药可医！看文的力天人，你开始期待《满意度

调查表》的到来了吗？

行政部“尝鲜”小记

时刻检讨的力天人

[文］ 申蕾

屈
指算来，进入力天已经五载有余。除了成长，给我最

多触动的是公司自上而下的检讨精神。犹记得，第

一次的月度高管会上，董事长在听取完大家的工作

汇报后说：“我们不应该只是总结工作，这样开这个会就失去

意义了，更多的是要检讨自己的失败和错误，成绩不讲丢不了，

问题不讲不得了，我们高管不能只会行使批评下属的权力，却

羞于谈论自己的错误。在座各位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我先

检讨。”说完，他先站起来给大家鞠躬，原本弥漫着紧张氛围

的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此外，董事长多次在员工大会和

●紧记着当傻瓜的时候所做过的

蠢事，不再重犯。

●在我21岁的生涯里，我曾经由猪

变成王子，再变成猪，又再变成王

子……我甚至一度成为中子弹杰

克。

●无人可以保证被终身录用，唯一可

以保证终身录用的是令顾客满意。

●假如你是市场上排名第四或第五

的企业，你的命运就是：老大打个

喷嚏，你接着就染上肺炎。而只有

你成为市场上的老大，才真正能够

掌握自己的命运。

杰克·韦尔奇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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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分析会中，每当严厉批评责任人后，他都首先站起来说：

“出现这样的问题，身为董事长我也要承担责任。这个错误

很严重，所以，请你现在站起来做检讨，放心，我会陪着你罚

站，等你坐下，我再坐。”这一举动，让犯错的员工心悦诚服。

也许你觉得这是领导者在作秀，可我亲身经历过：因自己

没表达清楚事情，而导致董事长误以为我不够包容下属被狠

批一顿，但当他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就马上在3名员工面

前给我道歉：“小申，对不起啊！刚才冤枉你了，我给你道歉！错

怪你了。”我吓一跳，有点语无伦次地说：“没关系，没事，是我

没说清楚，不是您的错！”因为进公司前，八年的秘书从业经历

使我习惯了领导“人前批、人后夸”的方式，但他说：“错了就是

错了，即便是领导也要坦诚面对！这样才活得坦然！”我顿时红

了眼眶，反观自己活到30岁才弄明白——和直面错误的勇气比

起来，自己的面子和虚荣心不值一提，犯错固然是羞愧的，但是

“无理搅三分和回避错误”更加可耻。检讨，原来并不是丢面

子的行为，它不仅仅代表了和曾经的错误划清界限及绝不重

蹈覆辙的决心，更彰显为人的坦荡和

磊落胸怀。和很多人一样，我觉得面

子和身为人（特别是女人）的自尊很

重要，却不明白发自内心的检讨比批

评更催人上进！检讨带来的所谓丢

面子，其实是为自己的未来挣面子。和

知耻而后勇的奋发向上比起来，那些

无用的小情绪、可笑的小脸面多么不

值一提！正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

勇敢直面自己的不足和缺陷，才是真

正意义上的自尊、自爱表现，更是一

个成熟的职业人应具备的品质和职

业素养。而我，还相去甚远，还需继

续修炼。

在力天，每一个员工都有独立的

档案袋，那里保存着除员工基本信息

外的个人奖惩文件（含检查和检讨），

而我的那份则在董事长办公室案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名下

文件夹中的检讨书越来越厚（曾经，那是我心里的一个疙瘩：时

常担心自己在领导那里的“犯罪材料”越来越多，是否会影响升

迁和薪水？），但是几年过去了，他却从未因此而降低对我的信任

和重用，面对领导的包容胸怀——不禁为自己的“小人之心”汗

颜，慢慢，才明白那是我们成长的脚印；原来，那是我们不断的“回

炉重炼”。没有人喜欢犯错误，因为那代表着失败，但是成功就代

表了正确吗？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先生说过的一席话给了最好

的诠释：“成功是一个讨厌的教员，它诱使聪明人认为他们不会

失败，它不是一位引导我们走向未来的可靠的向导。”

为自己开脱是人自私的本能，但这样的劣根性却不能给

我们带来成功和他人的尊敬。在我们抨击别人的借口和诡辩

时，更要时刻检讨自己：是否如他（她）似的一笔带过自己的错

误？抑或是否避重就轻的面对别人的批评？更是否缺乏检讨、

特别是自我检讨的勇气？我，我们，都要坚持做时刻检讨的力天

人！

为自己开脱是人自私的本能，但

这样的劣根性却不能给我们带

来成功和他人的尊敬。在我们抨

击别人的借口和诡辩时，更要时

刻检讨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