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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出旗舰船的“大个子船长”
——记“南京市劳动模范”孙晓锋

□ 全媒记者 张弛 通讯员 史玉道

1 米 83 的个子，年近不惑，头发花白，
技艺娴熟，勇于担当，为人豪爽，同事们都
喜欢称他“大个子船长”。他就是孙晓锋，
曾在“航浚 8”轮、“航浚 22”轮、“长鲸 1”轮
等 船 舶 任 职 ，2012 年 接 任“ 长 鲸 2”轮 船
长。近年来，孙晓锋带领“长鲸 2”轮创下
多个“首次”和“第一”：万方耙吸船首次进
驻长江辖区航道维护施工；航道系统内耙
吸船首次自行靠泊艏吹；首次在急弯、船
密 、适 航 宽 度 小 的 长 江“ 老 虎 口 ”水 域 施
工；实现长江口航道维护施工单航次运转
时间最长、维护产值最高……打造出“长
鲸 2”轮“江海旗舰 疏浚先锋”响亮品牌。

王兴超，现任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工程管理
部部长。他 2002 年进入工程管理行当，以高度的
责任心和专注、专业、专研精神，参与了长江和沿
海多类型重大工程建设，创造了辉煌的成绩。斩
获了 2011 年、2012 年“全国水运行业优秀项目经
理”“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上海市重大
工程立功竞赛优秀建设者”和江苏省“五一劳动奖
章”等荣誉。

当记者问道：“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这么拼？”
王兴超十分坦然地回答两个字：“担当！”

担当铸辉煌
——记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兴超

□ 全媒记者 张弛 通讯员 史玉道 王兴超在项目管理岗位上摸爬滚打 15 年，积累了
丰富的管理经验，于 2017 年底被调任长江南京航道工
程局工程管理部部长。

“王兴超主政工程管理部大半年来，紧跟改革步
伐，把握关键环节，狠抓基础管理，有效提升了全局项
目管理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得到了局领导的
一致认可！”工程管理部副部长丁晶自豪地说。

在王兴超主持下，部门人员历经大半年时间，展开
深入调研，充分征求各层级意见，几易其稿，编印了《项
目管理标准化手册（试行）》。《手册》综合了诸多项目
管理要素，明确了各方的责权、时间节点，消除了一些
人为的主观性、随意性弊端，对项目全过程的工作流程
及程序进行了规范，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随即，分批开展了《手册》宣贯培训，强化执行。

今年年中，工程管理部修订并建立了与《手册》相
配套的《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项目经理部组建管
理办法》《项目质量管理办法（试行）》和《项目进度管
理办法（试行）》等制度，编制完成了施工分包、劳务分
包、设备租赁和材料采购四类合同范本，把项目管理工
作进一步落实、落细。

“管理制度化，制度流程化，流程表单化，这是现代
企业管理的趋势。”王兴超介绍，近半年来，工程管理部
坚持以制度为依据，对所有流程进行了优化，解决了流
程繁冗的突出问题，进一步缩短了责任链，提高了工作
效率。同时本着务实管用的原则，对 20 多份表单进行
了修改。通过这些表单，可以便捷地掌握全局项目管
理动态。

今年以来，王兴超加强了项目前期策划、风险评估
及系统管控工作。“项目开工前，我们首先要把合同研
究透，设定一些边界条件，防控风险。采用哪种施工方
案，我们部门要牵头召开专题会，认真做好比对。”王兴
超介绍：“目前全局施工任务比较饱满，船机设备和人
员显得有些吃紧，我们要充分研究，统筹做好安排，实
现全局效益最大化。”

“项目管理关键是要发挥项目部和施工船舶的积
极性。”王兴超要求组成联合考核组，定期对在建项目
部实施严格考核。每月进行进度考核，每季度进行综
合考核，并把季度考核与项目部薪酬挂钩。王兴超坦
言：“考核一方面是为实地掌握情况，主要还是向基层
传导压力，促进现场强化管理，提质增效。”当前，工程
管理部正会同人力资源部着手对项目部和船舶薪酬体
系进行优化，以期更好地调动积极性。

铁肩担重任，热血铸辉煌。王兴超恪尽职守、夙夜
在公、敬业奉献，在项目管理领域树起了一面旗。“管理
有方法，工作有魄力，人格有魅力”，长江南京航道工程
局广大干部职工对他的评价如此一致！

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和总
结，王兴超对项目安全、质量、进
度的认识非常清晰。“安全、质
量、进度辩证统一，并不矛盾。”
王兴超深有感触地说“只抓安
全、质量，不顾进度是舍本逐末
的做法，有时进度落下了，损失
会非常大；只抓进度，不顾安全、
质量，就会违规违章甚至违法，
后果谁也承担不了。”

王兴超坚持以人为本，统筹
协调，权衡对待，以管理能力的
提升推动项目建设顺利进展。
他高度重视项目建章立制工作，
在施工生产流程的各环节、各岗
位建立完备的安全、质量保障体
系和制度，制作项目进度图，明
确责任，细化任务分解，坚持以
制度管人、管事。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需要
各层级齐抓共管，有副经理分管
安全，我也要紧抓不放。”王兴超
总是不厌其烦地抓安全，他常和
项目部人员说：“安全管理再严
格也不为过，不能讲情面，绝对
不能只满足于过得去的要求。”
多年来，王兴超项目管理团队推

行安全标准化建设，加大安全经
费投入，加强安全宣传教育、演
习演练，系统开展安全风险评
估、隐患排查、违章治理，筑牢了
安全生产屏障。

王兴超对工程质量的把关非
常全面，从矿山考察、预制厂和
排布厂生产加工等源头把控，到
施工进展中每个工作细节，再到
作业后水下监测等各环节，他都
不放过一丝一毫。

在通州沙 I 标段航道整治工
程项目施工期间，王兴超带队检
查铺排作业情况，发现一处绑系
联锁片的丙纶绳存在轻微老化
现象，立即要求更换。现场有人
解释道：“可能是沾了水，夏天暴
晒，有一点老化，对强度没有影
响。”王兴超一脸严肃地说：“工
程质量，来不得半点马虎！别小
看这一根绳子，如果放下水，有
可能造成整片联锁片脱落。”施
工人员立刻进行了更换，并当场
保证以后坚决杜绝此类情况发
生。

“要想保工程进度，施工工
序和计划安排很重要，同时也要

根据现场情况进行合理调整并
督促落实。”王兴超坚持用施工
计划指导现场作业安排，严格控
制施工管理节奏，同时加强施工
组织，提前做好生产要素的测算
与调配，保证施工不间断。

王兴超一方面加强对项目人
员的培养，综合每个人的专业、阅
历和性格，有针对性地压担子；另
一方面加强监控和指导。如今，
从他的项目管理团队走出了一大
批独当一面的项目管理骨干。“项
目管理不仅要出效益，还要出人
才、出成果。”王兴超如是说。近
些年，王兴超的项目团队结合生
产实际，研究出了多项科技成果
和工法，保安全、提质量、促进
度。其中，《一种双工字型透水框
架专用吊具》等 8项成果获国家实
用新型或发明专利，其本人申报
的《长江航道整治软体排设计与
施工成套技术研发及运用》，获中
国水运建设行业协会科学技术一
等奖。他所在的广州港南沙港区
二期工程软基处理项目部获“第
十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创
新集体”称号。

同事们都说：“王兴超，是一个特别能够创造
奇迹的人。”

2010年 8月，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承建了上海
浦东机场外侧滩涂促淤圈围 3#围区工程，这是中
国商飞 C919 国产大飞机试飞专用跑道的基础工
程，被列为上海市重大工程，合同总价 10.1 亿元，
规模大、工期紧、关注度高。

“这是我局第一次涉足上海滩涂造地市场，起
初业主单位对我们能否圆满完成施工任务还是有
些担忧的。”王兴超暗下决心，必须要全力以赴地
干好这个项目，在“上海滩”缔造神话……

艺高人胆大，王兴超英勇地接下了这个“投名
状”。他每天起早贪黑，坚持深入到项目现场指
挥，总是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项目驻地，即使时间
再晚，也要召开项目部碰头会，认真总结当天的工
作，协调布置第二天的任务。

“成功实现龙口合龙是最关键的第一个节点
工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王兴超组织召
开专家评审会，综合考虑天文、潮汐、风浪、砂源、
人员和船舶运输等各种因素，精心编制施工组织
设计，倒排工期，制定了周密的施工方案。

为了避开寒潮等恶劣天气影响，项目部决定提前实施
龙口合龙。为此，项目上掀起了“百船会战、千人合力，全面
夺取龙口合龙阶段性胜利”主题劳动竞赛活动热潮。王兴
超和他的项目管理团队在这片荒漠的滩涂上，和时间赛跑，
与风浪争雄，战天斗水，搏风击浪，不断刷新了上海滩涂造
地史上单日供砂量最大的纪录。

“在合龙阶段那 140 多小时里，全体参建人员轮流坚守
在现场，饿了就吃点干粮，渴了就喝点矿泉水，让我十分感
动。”经过昼夜奋战，2011 年 1 月 17 日晚 20 时，4 个龙口全线
合龙，比合同规定时间足足提前了半个月。项目管理团队
以实际行动，构筑了敢为人先、迎难而上、克难奋进、勇于胜
利的“浦东项目攻坚精神”，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赞誉。

王兴超和他的项目团队精于管理，深化文明工地创建，
着力打造优质工程，获得了“中国水利工程优质（大禹）奖”，
这也是整个上海滩涂造地项目第一次获得水利工程最高奖
项。

2016 年 10 月，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再次承建上海南汇
东滩 N1 库区应急圈围工程，项目合同额 12.75 亿元，王兴超
二次挂帅出征。

“虽然在浦东机场项目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我依然不敢
有丝毫懈怠”，据王兴超介绍，项目开工后，随即进入寒潮大
风频发期，有效施工时间十分有限。“专家组断定不可能在
2017年春节前合龙，建议项目部调整施工进度，在春节后实
施合龙”。

2017年 1月底前成功实施龙口合龙，具备上海城市工程
建设渣土消纳条件，这是一项政治任务，没有退路。“本工程
围区面积 2.2 万亩，仅设置一个 600 米龙口，且没有隔堤，合
龙难度确实很大，但经过前期精心准备，我们是有信心的。”

不畏艰难勇者胜。王兴超每天穿着雨靴步行 20 多公
里，在龙口段来回穿梭，精心指挥合龙施工。项目管理团队
主动加压，浴血奋战，于 2017年 1月 22日成功实施了龙口合
龙。近日，该项目“大型圈围工程单龙口构筑及合龙施工工
法”获交通运输部水运工程一级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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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质量的安全质量的安全质量的“““守护神守护神守护神”””

拼搏进取逐梦想
孙晓锋从普通的水手做起，一步一个脚

印成长为江苏省“明星船长”。他始终信奉
一句话：“要一直学习，永远勤奋，越努力就
越幸运。”

“船舶操纵、疏浚吹填施工和管理涉及面
很广，综合性、实践性都很强，想要把工作做
精，真得下一番苦功夫。”多年来，孙晓锋坚
持不懈地学习船舶操纵和工程管理知识，研
究船舶航行施工机理，全面了解船舶及机械
设备性能。他通过自学考试先后取得英语
专科，法律和工程管理双本科学历。孙晓锋
坦言，学习助他成长，“这么多年，英语我一
直没丢，所以在翻阅相关设备、仪器说明书
的时候，就很轻松。通过学习法律、工程管
理知识，遵章意识、风险防控意识和成本管
控意识进一步增强，工作条理性也强多了，
船舶管理方式方法得到持续优化。”

“每一个水手都有一个船长梦”，通过不

断地坚持与积累，孙晓锋一次性通过船长适
任证书考试，为实现梦想铺平了道路。

“机遇永远垂青有准备的人。”“长鲸 2”
轮政委郭长在对孙晓锋很是钦佩，“正因为
孙晓锋驾船水平高，管理能力强，才被单位
选派参加了长江上首艘万方耙吸船‘长鲸 2’
轮监造工作。2009 年，孙晓锋被提任为全局
最年轻的一等一级船长，那年他才 30岁。”

孙晓锋表示，“船长是全船工作的‘掌舵
者’，除了自身过硬，还要注重提升和培育全
员的业务技能和责任心，着力打造一个强有
力的战斗整体。”他鼓励船员积极参加适任
证书的升级升等考试和学历深造，并为大家
提供学习便利。“长鲸 2”轮青年船员学习劲
头很足，学习成效十分显著。孙晓锋大力开
展业务交流、岗位练兵和演习演练，他手把
手地教，大胆放手让大家干，船舶上一大批
技术骨干脱颖而出。

担任“长鲸 2”轮船长近 10 年来，孙晓锋
身先士卒、拼搏进取的劲头始终如一。一年
冬天，“长鲸 2”轮泥舱顶部被高压冲水冲出
微小漏洞，必须紧急抢修。他安排其他船员
调整水线上的喷头，自己却置身齐肩的泥水
里调整水线下的喷头，修理完成后，他已经
被冻得嘴唇发紫。2013 年 7 月底，他连续在
船工作 5个多月后，刚回到老家休假，就在当
天晚上陪家人吃饭时，被告知船舶施工软件
忽然出现问题，参数校验不准，而“长鲸 2”轮
第二天必须施工。他挂了电话，连忙放下碗
筷就往回赶，妻子抱着小孩万分不舍地目送
他搭乘出租车渐渐远去。第二天凌晨，孙晓
锋一上船就指导大家查找问题、更换传感
器、校验参数。到了上午 8时左右，船舶通过
业主率定，顺利开工。

孙晓锋就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种”，在
平凡的岗位上不断发光发热，也照亮了船员
兄弟们逐梦前行的道路。今年，他当之无愧
地 荣 获 了“ 南 京 市 劳 动 模
范”称号。

勇于担当保安全
“长鲸 2”轮参建的每一项工程都是国家

及省市大型重点项目，面对的都是时间紧、
任务重的复杂情况。如何保障船舶的航行
施工安全？孙晓锋牢固树立安全底线思维，
引领全船职工打好“攻坚战”。

2015 年上半年，“长鲸 2”轮首次进驻长
江，参与 12.5 米深水航道一期维护性施工。
如此大的船舶进长江施工，孙晓锋意识到了
巨大的安全风险，“从沿海转战长江，施工环
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航道比较狭窄，水流特
别急，通航密度很大，关键是很多小船不守
规则，大多数驾驶员没有长江施工经验。”

谈到刚到通东水道施工的那段经历，孙
晓锋记忆尤深，“这个施工区域环境特别复
杂，既是港区、桥区航道，又是单向控制航
道，还有渡轮穿越，施工抛泥要穿越两个航
道，其中永钢航道水深不足，不仅狭窄，还经
常有抛锚的渔船挡住去路。”

怎么办？
孙晓锋和驾驶员认真学习安全技术交底

资料，前往现场踏勘，分析潮流和船舶流规
律，系统评估安全风险，科学制定了一整套
施工方案和应急预案。

万事开头难，为了熟悉环境，孙晓锋先组
织两班施工，从早到晚坐镇驾驶台指挥，指导
操作。一天忙下来，腿脚都有点不听使唤了;
一个星期下来，嗓子也快说不出话来了。“每次
觉得特别难耐的时候，就想想自己是一名船长
和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要担当作为。”

经过孙晓锋的传帮带和艰苦环境下的历
练，后来“长鲸 2”轮进入被业内称为“老虎
口”的长江下游

“和畅洲”航段施工时，驾驶员们心中都有了
底气。

孙晓锋时时刻刻都紧绷安全之弦，严格
管理，一丝不苟。他依托 ISM 和 ISPS 体系管
理，系统识别安全风险，逐条排查安全隐患，
详细制定船舶安全管理责任清单。他高度
重视船员安全教育和培训，结合“安全生产
月”“汛期百日安全”等专项活动，不断增强
全员安全意识，提升安全技能。他将各项安
全任务进行分解，责任落实到人，自己随时
抽查、监控……

孙晓锋把沉甸甸的安全责任，分解转化
成细致、务实、管用的安全管理举措。“长鲸
2”轮累计航行 34 万多海里，实现连续 120 个
月安全生产无事故，荣获了全国水运系统

“安全优秀船舶”称号。

创新攻坚出效益
孙晓锋是一个善于创新的人。他坚持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引领大家在实践中不断
改良工艺、创新管理，实施科学、精准施工，
不断追求船舶生产效率的最大化。

让孙晓锋引以为豪的是“长鲸 2”轮攻
克了船舶靠泊艏吹的难题，开创了长江航道
疏浚史上万方耙吸船采用此工艺施工的先
河：在国内无任何经验借鉴的境况下，靠自
身动力，实现高效靠泊接管艏吹施工。

“船舶重载靠泊惯性本身就比较大，这项
工艺对靠泊的精准度要求很高。因为这些
管线是铺设在岸上的，在水中浮管的自由长
度只有 20 米左右，船舶靠前或者靠后了，都
不适合施工。”为此，孙晓锋付出了相当大
的精力，带领技术骨干进行了多次实验。

“在码头边找准一个点作为参照，当船舶某
个部位到达这个点的时候，就立刻把前后缆
绳打住，这样靠泊位置就很精准，效率也提
高了。”

孙晓锋把精益管理、精准施工的理念融
入到生产作业的每一个环节，深挖“增效
点”，堵住“出血点”，不断探索新的操作管理
模式，想方设法在各个环节实现降本增效。

“在船舶高效生产的基础上，计量也显得
尤为重要。”孙晓锋说，船舶创效，一是要保
证运转时间，二是要提高生产效率。为了寻
求 经 济 的 抛 泥 航 线 和 争 取 效 益 最 大 化 ，
2013-2015年在长江口施工期间，他开发了一
个软件，将运距、单价输入其中，系统生成测
算数据，指引船舶选择在哪里抛泥，提高有
效方量。据初步统计，那段时间，该轮累计
多创造了 300多万元的产值。

孙晓锋改变重大设备依靠厂家修理的常
规做法，组织船员们潜心研究，发明专用工
具，不断提升关键设备自主修理能力。“长鲸
2”轮研制出“内燃机气缸盖翻滚器”，巧妙地
将传统的气缸盖翻身操作，由悬空作业变为
地面常规作业。有了这个利器，极大地降低
了劳动强度，船员们可以安全、便捷地进行
自修，节约了大笔的厂修费用。该成果还在
2016年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在我任船长的这些年里，‘长鲸 2’轮航
行施工了 9826个船次，累计疏浚吹填 5560万
方，创造产值近 9 亿元。”孙晓锋言语中透露
着满满的成就感。

孙晓锋 20 年磨一剑，尽情地演绎拼搏创
造的精彩人生，成为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
开拓者，爱岗敬业、默默耕耘的奉献者，独树
一帜、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接下来，他将以
船长身份投入到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 13800
方耙吸船监
造 工 作 中 ，
在新的岗位
上创造更加
辉 煌 的 业
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