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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一：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内

[文］ 佳园

“你
好，这里是T3-C土建维保项目部”，“好的，我们十分钟之内赶到”……

雪，纷纷扬扬的落了下来，很急。没有给人喘息的时间。随着出港的航班

陆续取消，滞留在机场的旅客人数越来越多。熙熙攘攘的旅客按照预订的登

机时间抵达了，可是他们等待回家或者赶着出差的脚步却被大雪留在了首都国际机场。

在T3-C的地下一层员工区里，有我们力天大成的一支近百人的维保队伍。他们肩负着首

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内55万平方米的土建维修保养服务。大厅通道、玻璃挡板、旅客座椅、各

项服务设施、安全门……无一不修、无所不管。

进驻机场快两年了，像这么急、这么密的雪还是第一次见。好在我们已经是一支经验丰富

的维保队伍了，当面临着如此庞大的滞留群体时，我们，经受住了考验。

取消休假，全员上岗待命；增员设岗，加大巡查力度；速战速决，提高除雪效率……一系列

应对措施的背后，是力天人全力以赴，不计代价的倾力奉献。

亓经理已经两天两夜没阖眼了；周宁宁作为新人还是第一次在机场里看到这么多的人；李

贵胜的两块手机电池都已经没电了，仍然坚持一边儿连着充电器，一边儿接打电话；贾建彬，这

个清华的高才生呀，咋看着像个熊猫呢？关琳，昨天晚上的饭还原封没动地摆在桌子上，你却又

错过了今天的早饭……

停车场，铺上了防滑垫，进户门挂上了厚布帘，每个与外界相连的出入口都增派了人手随时

清理积雪……看似无华的小事，总能流露出力天人些许的关怀和柔情。

“有这么多旅客在，我们不敢放松呀”，亓经理说“别说是眼下这档口了，就是平常日子，我们

连打盹也都是睁着眼睛的。”是的，他们不敢有一丝一

毫的松懈，全年无投诉的业绩，不是一两句客气话能

够换来的。

“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尽全力保证旅客的安全，

保证在我们负责的区域内不出问题，请领导们放心！” 

越到关键时刻，越能感受到“平凡”的光辉。在一

次次考验面前，我们的维保团队用他们的辛勤和汗水，

用他们无怨无悔的付出，为力天、为首都，为我们的国

之大门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坚守国门，无愧力天！”他们，做到了。

镜头三：

朝外大街·司法部项目现场

巍
峨壮观的司法部新办公楼

屹立在朝外大街。作为新

办公楼二层、三层精装修

工程的承包单位，我们承担着大会议

室、外宾接待室、贵宾接待室、西大

厅、多功能厅以及公共办公区等区域

的施工。

寒冬除雪散记
受北京降雪影响，截至1月3日17时10分首都机场出港航班取消127班，延误280班，航班延误率已达90％。

……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雪天待在家里尽量少出行是最佳选择，可是，对于力天大成的工程人员而言，看

到雪花降落，就像无形中接到了命令，听到了集结的号角声。

【新浪网】消息

首都国际机场T3-C航站楼东区扫雪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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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二：金融街·南方基金项目现场

南
方基金办公楼内装修

工程，是从2009年12

月才启动的新项目。与

其他项目不同，为了不影响白天

大楼里其他单位的正常办公，我

们只能利用晚7：00至早7：00和

节假日期间施工。

这栋大楼，是由北京卓著物

业管理中心（外资）全权管理的，

对于施工单位的工程质量、环境

保护和安全检查的要求比其他工

程严格很多，他们严格按照国际

工程管理标准要求辖区内的各项

工作，对开工时的合同、图纸、成

品保护方案、工程进度计划、拆

除方案等文件，都必须提供中、

英文两套文件。这么“苛刻”的要

求对于我们来说，是大姑娘上轿

头一回。好在公司里英语很棒的

设计师、工程师就有好几个，接到

任务，工程部、预算部、设计部紧

急碰头、日夜赶工，才使得我们

在短时间内顺利的完成了这些前

期的准备工作，按甲方指定时间

如期进场。

35天的合同工期，我们在

30天内完成主体工作。在小长假

期间进行工程的收尾：调地板、

安门、踢脚线、安灯具，电气设

施、消防设施的检查、验收……

每一个工序、每一项细节逐个落

实。

元旦的3天是南方基金项目

部工程进展速度最快、效率最高

的三天。24小时三班倒，抗严寒、

战暴雪，人歇进度不停，用饱满

的热情和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

克服了暴风雪带来的诸多困难，

保障了整个工程的顺利进行。

“我们就是要让甲方看到

力天装饰干的活并不比国外的

公司差。我们有这个信心，更有

这份实力。”我们的项目经理这

样说。

12月20日工程全面展开，随着一声号令，各部门全线进入备战状态。穿戴一新的力天施工

团队从进场的那一刻起，就在向大家展示一个全新的力天大成形象。

负责这个项目的是刚刚完成呼市东岸国际别墅项目的李强经理，在为公司效力的三年

间，他随着公司开疆拓土、南征北战，刚经过零下三十多度低温考验的他，看到北京纷纷洒洒

的这场雪，倒更像是打了一支高效能的兴奋剂。大冷的天，穿着一件皮夹克就能挺过来，还真

有点川军的风采呢。

刘薏工程师和苏彦杰刚刚办完内蒙古大厦项目的竣工手续，立刻转战到了司法部项目

上，有了前面的合作，再次相逢在同一个项目上的他们，很快就找准了位置、找到了状态。

元旦之前，苏彦杰得了重感冒，可是他一天也没有休息，李经理劝了又劝，可小苏却梗了

梗脖子说：“大家都在，我不能掉这个链子。你们能行，我也能行！”

南方基金项目 [在施工程]——大会议室 [设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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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
禁城往北40公里，有“中国硅谷”之称的海淀区中

关村科技园是中国优秀IT企业扎堆的地方，IBM、

西门子、甲骨文软件研究中心、汉王科技、用友软件

等国际知名公司盘踞在此。位于园区北侧的16号楼，是我公司

承接的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北京研发部项目工程所在

地，建设规模2万多平方米。

由于该项目的施工面积大，工程任务复杂，前期的准备

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分包商的选择，施工队伍的选择，材料

供应商的选择……在诸多的头绪面前，力天大成的内部招投

标平台和供应商平台，快速运转了起来。

自打项目部进驻现场以来，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赶上了

三次强降温天气。本来这里的温度就要比市中心低3℃～4℃，

冷空气的侵袭，给工程进展带来了巨大的考验。 

元旦期间，项目部为了确保能够在甲方指定时间内如期完

工，全体人员在项目经理冷浩的带领下坚守在工地上，－15°C

的气温，工人们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没有一个请假休息的。

主任工程师胡东鹏，2号那天，他是第一个到工地的，天

通苑到施工现场十几公里的路途，因为下雪似乎显得格外漫

长。“早上起床看到外面下雪了，想到今天还有一堆的事情要

处理，我就睡不着。早点儿过来，我心里踏实。”没有豪言壮

语，没有华丽词藻，但我们知道他是卯足了劲要给大家奉献一

个精品工程。

镜头四：中关村软件园·中国工商银行

软件开发中心北京研发部

项目现场

电气负责人王永来，是一个具备20多年经验的“老工

程”了，光是各种各样的证书和奖杯就有十几个，这次由他担

纲该项目的电气负责人，公司也是做了充分考虑的，因为他不

光具备丰富的对施工现场的电气部分的质量监督经验，更是

拥有良好的沟通能力。王工曾经在很多重点工程上负责与设

计院、监理及总承包方的技术沟通，负责项目施工技术方案

的调整、修改的审核工作，和蔼可亲是他待人的态度，认真严

谨是他工作时的样子。这不，在这样的雪天，王工的老大哥风

范就充分地展示出来了。元

旦那天，他从家里带来了饺

子，项目里的好多80后，作

为小北漂，他们已经很久没

有吃过自己家里包的饺子

了，尽管天寒地冻，但是，这

份温情，却足以融化世界上

最坚的冰、最厚的雪……

王振海作为安全负

责人，是项目上操心最多的

人。对保安人员的培训，对

工程人员的安全教育，对现

场的监督管理，大大小小的

事情，都挂在他的心上。1月

2号，漫天飞雪，一部分工人

正在进行地下一层的隔墙

拆除工作，而管理人员则在新搭建的临时办公区的会议室里

给下一批即将进场的工人进行岗前安全培训。“良好的纪律

是工程安全的保证，我们一定要从基础工作抓起，做好每一

项具体的工作，抓安全、杜绝隐患、绝不姑息。做精品工程、树

力天形象，克服万难，争取最后的胜利！”

听到这些，我们除了为他们感到骄傲，为他们鼓劲加油

之外，又能做些什么呢？

雪，仍在下着。当即将结束这次采访时，我的心，久久

不能平静。

2010年，是力天大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中最为关键的一

年。开年之初的力天人，正以最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斗志书

写着力天大成的春天。

由衷的祝福你们，我的战友和兄弟，让我们一同在力

天大成的舞台上，展示才华，收获精彩！

祝大家新年快乐！虎年吉祥！

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

北京研发部实景照片



041
蓝
领

人
与
服
务

S
ervice

SERVICE

[文］ 王妮

老
话说的好，刀钝刀上磨，人笨人

前学。

这年头，没人愿意承认自己是

个笨蛋，似乎，这是件很丢人，很没面子的事

情。在力天，有这样的一句话，“与其使用小聪

明，还不如承认自己真的很笨，也许，你在关上

一扇窗的同时，却打开了更广阔的那扇门。” 

我就是咱力天的“笨”囡，没啥大理

想，经常马虎大意，提交的文件不是字错了，

就是标点符号错一堆，把领导当成“语文老

师”，天天改“作业”。 

公司的企业宣传册，伴随着公司业

绩、资质的增长不断更新（咱也得与时俱

进嘛），2009年，公司的成长速度很快，新项

目、新资质接踵而至，新一年的换版工作，

已经迫在眉捷。

为了有别于以往的版本，为了更真实

的反映力天现阶段的工程情况，公司领导

对新版宣传册的筹备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

视。从项目照片的拍摄到纸张的选择，再到

版式的定稿、扉页的设置，都经过了一次次

的研讨和论证。

宣传册的设计工作，从第一版到最终

定版，历经七次改版，三次大的调整，对细

节更是进行了无数处的改动。尽管每次改版

后，我都会先检查一次，但是，朱总仍都从头

到尾仔细阅读，核实工程业绩名称的描述，

检查配图的说明文字，调整项目展示的照片，

从首页到末页，逐字校验，绝不含糊。每次校

验，也总能找出一堆没有被我检查出来的错

误。之后，他都不忘叮嘱一句“交给申副总和

赵助理再看一遍，让她们也多提提意见。”

公司的主管领导们，个个都是关注细

节的高手，一本只有64P的宣传册，经过大

家的修改之后，累计谬处达61处，这其中有

图片选用不恰当、有业绩描述不准确，标点

家有“笨”囡
符号使用不当和图片序号排列错误等等。

在定版之前，宣传册被送到了董事长的

手中，他中肯的对扉页的设计提出了意见“画面

要简洁、大方，要体现力天特色，要能正确的传

达力天的企业文化——简洁、快速、直接”。

于是，又经过了三次提稿，最终基本达

到了公司领导对这本册子的臻美要求。

设计全部定稿之后，紧接着就是排版印

刷了。为了保证印刷效果与预期想要达到的

效果一致，为了第一时间掌握和了解印刷的

进展情况，正月十四，我一脑袋扎进了印刷厂，

和工人们一起在车间里盯印了24小时。

在印刷的过程中，发现了印刷师傅们的

工作技巧，他们从不断翻滚的机器中随时抽

取成品样放在灯下检查，看颜色是否偏离，

看版面是否有污垢，以便于随时调整，随时

清洗。由于画册的用墨量较大，再加上全篇

过油、大面积过银等工艺的使用，一版纸在

机器里要反复地走上四至六遍。工人师傅

们就是这样不断的抽纸，校色，调试，他们说

“这是个笨法子”，但，谁又能说这不是对客

户最负责、最认真的老老实实的好法子呢？

我们不愿意说这个话，谁愿意承认自己

很笨呢？我们老觉得自己挺能耐，其实我们

对别人说我们这方面没有什么，向别人请教，

给予自己方法。博采众家之长，才能练出霍元

甲的迷踪拳。我想很多的名人、成功的人，很

多时候是基于向人示弱、向人表现出愚笨，

从而得到别人真正意义上的帮助，只有把自

己当成个学生，以谦虚、认真的诚意向他人请

教，这个时候大家才会伸出友谊之手，向你献

计献策献力。我们在工作中多么需要帮助啊！

而，这份帮助，又是多么的千金难换呢。笨，

不是单纯的愚钝，而是知道自己的短处，进而

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和勤奋，所谓笨鸟先

飞，勤能补拙，我想，就是这个意思吧。

领导常说“用人之力莫不如用人之智”，

那是大智慧，是我一时半会儿且琢磨不明白

的道理，能做到笨鸟多飞，常飞，使劲的飞，甚

至把吃饭、睡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飞翔，便是

我对自己的要求。

感谢力天，给了我家一样的感受，给如

我这样的笨囡一个成长和学习的空间，各位

老师给了我更多的教诲和指点，让我有更加

丰盈的翅膀，可以飞的更远，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