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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巾帼力量

屠柳青：让海底沉管隧道“滴水不漏”
屠柳青，中交第二
航务工程局武汉港湾工
程设计研究院总经理、
“二航局高性能混凝土材料研究工
作室”首席专家，
“全国五一巾帼标
兵”荣誉获得者。二十五年来，她
带领着一支勇于钻研的科研团队，
攻坚克难，纵深海内外，在桥梁混
凝土高性能化、长寿命化的研究以
及大体积混凝土控裂研究方面，取
得了自主创新的丰硕成果，为建造
杭州湾跨海大桥、舟山连岛工程金
塘大桥、马来西亚槟城二城、港珠
澳大桥等精品工程、世纪工程做出
了突出贡献。

屠柳青（右一）指导团队进行混凝土技术试验

“只要有良好的政治素养、过硬的业务能
力和迎着困难上的拼搏精神，女性一样可以在
男性主导的路桥建设领域做出优异的成绩。”
见到屠柳青，她刚刚带领技术人员从云南省文
山州麻栗坡的项目现场调研回来，
“ 做我们这
行，一定要突破‘只在家里做方案’的不足，前
期介入现场，提前进行技术对接，才能更好地
服务于整个项目。”
她说。

与“ 混 凝 土 及 新 材 料 ”结 下 不
解之缘
1996 年，24 岁的屠柳青从武汉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专业毕业进入中交武汉港湾院工作，
主要从事新材料和防腐蚀领域里的试验与研
究。
混凝土是土木工程最大宗的材料，天天和
这些“土”材料打交道，又脏又累又枯燥，对于
青春靓丽的她来说，心里不免有较大的落差，
她也曾对自己的职业选择充满了疑虑。可当
她亲身参与的第一座桥梁——江阴长江大桥
建成通车时，看到一桥飞架南北，职业的自豪
感油然而生，也让屠柳青找到了人生价值所
在，从此再也没有停歇。

继江阴长江大桥后，杭州湾跨海大桥、舟
山连岛工程、厦漳跨海大桥、马来西亚槟城二
桥……一座座桥梁都留下了屠柳青严谨、细
致、求实、创新的脚印。由她带领的技术研发
团队也成功解决了不少跨海桥梁建设中遇到
的混凝土技术难题。
2014 年 7 月，开建的汕头外砂河大桥主墩
施工方案遇到难题：该大桥 0#块箱梁长 13 米、
宽 44.5 米、高 6.5 米，混凝土强度等级 C55、总
方量达 2369 立方米，是名副其实的超大体积
混凝土。面对一次性浇筑水化热高、控裂风险
大、传统温控措施效果有限的难题，工程一度
陷入僵局。
“可以大胆尝试‘加冰降温+液氮降温’方
案。”屠柳青提出的新方案引发了与会专家的
热议。
“液氮有零下 196 摄氏度，设备、原材料被
冻坏怎么办？混凝土骨料会不会变脆？”
“此前
国内没有先例，混凝土浇筑量这么大，采用新
技术，风险是否可控？”……面对种种质疑，屠
柳青结合主墩浇筑施工需要和液氮降温技术
特点，详细分析了液氮降温技术在外砂河大桥
应用的可行性，并陪同项目负责人到香港学习
取经，与德国相关厂家对接，反复试验论证；针
对 0#块 C55 钢筋密集的特点，
为提高混凝土流
动性，屠柳青采用定向研制的聚羧酸缓凝型高

效减水剂，成功地解决了炎热气候条件、复杂
结构大体积混凝土配制流动性难题，成为国内
第一个
“尝鲜”
液氮冷却技术的人。
在混凝土浇筑现场当天，屠柳青一直坚守
在一线，仅用 50 个小时，顺利完成了原定 72 小
时的浇筑任务。现场监测显示，混凝土入模温
度完全达到了预期目标。

可能

让港珠澳大桥沉管使用 120 年成为

要做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
梦的新时代女性

性格爽朗、行事果敢，工作作风扎实严谨，
是同事们对屠柳青的评价。而她遇到困难不
服输的个性，
更让同事和同行们敬佩。
2011 年，屠柳青迎来了人生最大的一场
机遇，同时也是她从事建桥工程以来，面临的
最大挑战：她和她的团队通过方案竞标承担港
珠澳大桥岛隧工程中心试验室，屠柳青担任工
程副总工兼中心试验室主任。
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是集桥岛隧道于一
体的世界最长的海底公路沉管隧道，也是人类
交通史上技术最复杂、建设要求及标准最高的
工程之一。隧道全长 6.7km，由东西岛头的隧
道预埋段和每节排水量达 8 万吨的 33 节预制
沉管以及长约 12 米重达 6500 吨的“最终接
头”拼接而成，沉管深埋处达海底 40 米，比肩

近年来，屠柳青虽然走上领导岗位，但作
为“二航局高性能混凝土材料研究工作室”首
席专家，她依然带领团队积极服务海外工程，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先后为马尔代夫中
马友谊大桥、肯尼亚蒙内铁路和马来西亚东部
铁路等工程提供了混凝土耐久性专项研究和
技术指导，用她的专业知识为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随着国家‘科改示
范行动’的启动，对提升行业关键技术支撑能
力、核心技术引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将
会继续坚定创新信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
实现我国由建桥大国向建桥强国挺进作出贡
献，做一个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的新
时代女性。
”
谈到未来，
屠柳青充满信心。

本期 关注
“我们︱WOMEN”论坛共话领导力的时代表达——

自我精进路上永远没有“天花板”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李雪婷
3 月 28 日，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携手上海
市女企业家协会举办的“我们︱WOMEN：多
元视角下的女性对话”论坛举行。参会女性高
管围绕“领导力的时代表达”论坛主题，就职业
发展、驱动创新、领导力的有效性等，分享了自
己的思考和体会。

自我成长——
善于“多管闲事”，拥有不断追求卓
越的恒心

带团队——
善用目标的力量，成就别人的同时
成就自己

女性管理者的
“天花板”效应——
要自信，
去寻找自我精进的路径
在很多企业，女性的身影在中层或者高层
管理者中，还是比较少见的，如何冲破“天花

板”
也是职场女性关心的问题。
在田卫看来，不要直接把晋升和提升挂
钩。她更多是去关注自己还有哪些可以继续
精进的路。她举例说：
“比如对于带团队来说，
不同阶段有不同目标。有的阶段需要快速发
展、快速成长，有的阶段是一定要快速创新，我
们现在主要是深耕细作。”她表示，职业是终生
的，是一个不断追求成为更好自己的过程，而
这个过程是任何人无法给你设限的，这个过程
是永远没有天花板的。
赵枫也持有同样的职业态度。她更关注
岗位对自身能力是否能带来更多的成长。她
经常和公司小伙伴们分享这个观点：当你去看
自己的下一个岗位时，不要只关注我是不是升
职成经理或者总监了，而应该看到的是，下一
个岗位能不能为我的再下一个岗位服务。这
个服务指的就是个人能力的提升。
田卫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到，
“ 无论从事哪
种职业，最重要的是你能够给这个职位带来什
么精彩，而这种价值是无穷的。正是这种能力

赵枫

带团队意味着承担更大的责任，也会面临
很多不确定性。在田卫和赵枫看来，在团队
中，愿意有更多担当是辨别领导力的关键点。
田卫表示，
“愿不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不
是嘴巴上说，而是落到你的实际行动当中。”同
时，
她认为，
还要看你是否愿意成就别人，
“一个
真正的领导者是在成就别人的同时成就自己。
”
哪些优秀的品质能帮职场人成为一个有
担当、有责任的领导者，并且在不断追求成为
更好自己的路上走得更远？
赵枫的观察是，当你看待某个问题的时
候，是站在自己的维度，还是能够站得高一点，
甚至是从整个公司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这会
带来很不一样的结论。这一点直接决定了职
场人的格局，
“ 优秀的人基本能把自己抽离出
来，站在更高的位置上看问题。
”
另外，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前进也是至关
重要的。你有没有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学习
资源，比如你在职场上或者职位上能够学习到
的东西。还有一种是你想象不到的隐性学习
资源，很多公司都有这样的隐性资源，你应该
去拿到。
远见也是成为领导者不可忽视的品质。田
卫表示，
“一个好的领导者，一定要知道路在哪
里，
因为你是带领着整个团队。如果有远见，
有
好的战略，又能把远见和你每天的工作结合起
来，
具有这样能力的人，
是非常好的领导者。
”

快人快语的李晖，从
小梦想做幼儿教师，却被
分配到济南一家茶叶店当
起了售货员，一干就是十
三年。后来，
茶叶店破产，
李晖面临再一次择业。济
南电视台主持人当年正好
采访阳光大姐的首批金牌
月 嫂 ，李 晖 看 后 羡 慕 不
已。经同事牵线搭桥，她
来到了济南阳光大姐服务
有限公司。

充满激情享受过程
一头扎进阳光大姐
的李晖干得顺风顺水，短
短几年从“ 一星 ”升级到
“ 金牌 ”。忘情工作的她
把公司当成自己的“大家
庭 ”，几乎全年无休 。一
次，家里给老人过生日 ，
儿子见了李晖诧异地说
了句：
“ 妈 ，你 怎 么 在 家
呀？”李晖的泪水当时就
掉下来了。
李 晖 说 ，常 听 人 们
讲，一粒种子 ，只有扎根
于 沃 土 ，才 能 生 机 无
限。作为一名家政服务
员 ，只 有 置 身 于 拼 搏 的
氛 围 ，才 能 蓬 勃 向 上 。
正 因 如 此 ，对 待 家 政 工
作，她始终充满激情 ，享
受着工作过程。
李晖在现在服务的
客户家已经干了四年
半。她每天早上不到七
点 就 来 到 客 户 家 ，炸 油
条、做披萨、烤面包，收拾
家务样样精通，赢得客户
称赞 。客户说 ，
“ 有李晖
在，我们舒心，更放心”。
李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用爱心、真心、细心、耐心
对待每一位用户，让客户
感受到不是亲人胜似亲
人的温暖。

技艺精湛征服评委

田卫

活动现场嘉宾 eBay 全球副总裁兼 eBay
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田卫和欧莱雅中国首席
信息技术官赵枫都是理工科出身，都是从“码
农”岗位走上企业高管职位。专业技术人员的
职业晋升秘诀何在？
田卫用自己的职场经历给出了答案。硕
士毕业后，她加入朗讯公司，当时朗讯正在创
立一套将客户运维工作自动化和流程化的新
体系，田卫被派到美国培训。她天天搬着小板
凳跟着师傅学习讨教，三个月把这套东西学精
通了，受到老师和公司领导的赞赏。
“对于大多数毕业生来讲，
第一份工作任务
如果能高质量完成，
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
但我
当时挺不满足。我想如果每一个工程师都要经
历这个痛苦的学习过程，
对公司来说，
效率非常
低。
”
意识到这一点后，
田卫用一个月写了300页
的文档，把整个体系写得清清楚楚。以此为基
础，
其他同事在学习过程中就会很快上手。
做到这一步，对于很多职场人来讲已经不
错了，但田卫还没有满足。她又去做了一套系
统把整个过程自动化，最后把她当时所在的团
队也形成了自动化。而田卫随之也在公司获
得了最快的晋升速度。
她总结到，职业生涯若想取得更多突破，
“第一，要专注、要努力；第二，要不断去挑战自
己，你觉得做得好，是不是还有更好，是不是能
够以你个人能力做到最佳；第三，要主动，要善

于‘多管闲事’，要善于想办法通过你的眼睛去
发现机会，
拥有不断追求卓越的恒心。
”

“建行杯”第二届全
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风
采大赛决赛家务料理项
目一等奖获得者李晖

李晖：：爱心 用
+心成就家政专业路

一个中型航母。
高标号、大体积、全断面浇筑施工、氯盐腐
蚀环境、120 年使用寿命要求，要让这样一个
巨无霸体量的混凝土结构达到上述要求，谈何
容易？当时国内跨江隧道都采用外包防水方
案，成本很高。而项目总工程师提出“打破行
业惯例，不外包防水、不埋设冷却水管，依靠技
术创新实现沉管隧道结构自防水”，业内很多
专家认为根本做不到、不可能实现。
面对困难，屠柳青带领 20 多人的研究团
队，决心向这项世界级难题发起“挑战”。针对
岛隧工程技术标准严格、环境条件严酷、预制
管节断面巨大、混凝土强度等级高、单次浇筑
方量大等特点，带领团队开展《超大断面预制
沉管控裂及质量控制关键技术研究》，自主研
发氯盐侵蚀环境下混凝土使用寿命预测软件
指导配合比设计，配制出防裂抗渗、致密耐久、
指标先进、品质易控的预管混凝土；根据沉管
温度应力发展规律，针对性制定温控防裂方
案，设计混凝土生产全程覆盖的预冷系统，先
进的可伸缩自动喷雾混凝土养护系统，为顶推
预制沉管控裂开发了专用温控监测软件，编制
了《预制沉管裂缝控制和浇筑施工工艺专用施
工指南》；解决了沉埋超大沉管混凝土开裂的
世界级难题，创造了港珠澳大桥“6.7 公里海
底沉管隧道”滴水不漏的奇迹，用自主创新技
术为港珠澳大桥沉管 120 年使用寿命提供技
术支撑，
将
“不可能”
变为
“可能”
。
2013 年 2 月 10 日，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
S1 段沉管足尺模型一次性顺利浇筑成功。看
着眼前这个庞然大物，胜利的泪水湿润了屠柳
青的眼眶。港珠澳大桥 2018 年建成通车，这
座由桥、岛、隧完美组合的跨海大桥，多方面的
建设标准至今在国内外都是首屈一指，堪称真
正的
“中国第一桥”
。

推荐语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强洪

巾帼家政 之星

支撑你成为优秀职场人。
”
她们共同鼓励职场女性拿出更加自信的
状态。在工作中，她们发现一些女性员工往往
觉得自己不行：可能还没有达到标准，是不是
应该再等一等……她希望这些女性员工即便
不相信自己，但请相信老板的眼光，老板认为
你可以，你就可以。
“ 其实有些时候，大家可能
是对未知的一种恐惧或者担忧，而在迎接新挑
战的时候首先要自信。另外要放松，不要逼自
己一上来就要做出 100 分。一般来说，会有
3～6 个月的适应期。
”
复旦大学管院学院自 2018 年发起“我们
∣WOMEN ”对话，旨在拓展全社会对职场
多样性的认知边界，与 STEM 科技前沿、消费
升级、创新创业等领域的卓越女性进行交流，
关注女性坚韧的职场经历、所面临的挑战以及
如何推动多样性的举措和努力；同时，传递女
性在驱动创新与领导力有效性中的闪光价值
和别样视角，鼓励更多女性在科技与创新领域
有更好的职业发展。

多年一线工作的磨炼，为李晖参加
全国大赛积累了宝贵经验。李晖参加的
是家务料理项目的“比拼”。家庭餐制
作、清洗沙发、茶艺展示、衣物收纳、中餐
摆台……在最有
“看头儿”
的大赛现场实
操环节，面对一系列日常生活中家政人
经常会遇到的场景，
李晖以娴熟的技艺，
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有条不紊、高标
准地完成了各个项目的操作。在家庭餐
制作环节，李晖将兼顾口味与营养的佳
肴呈现在裁判面前；
沙发清洗实操中，
李
晖技艺堪比专业人员，以至于大家还以
为她是专业的保养技师；家庭宴会摆台
中，李晖不亚于酒店星级服务员……她
用耐心克服难题，
用细心对待比赛，
赢得
了评委的一致好评，最终以优异成绩夺
得第一。
李晖说，
这份荣誉不完全属于自己，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阳光大姐的
信任，姐妹们的付出和帮助给了我力量
和勇气。比赛虽然结束了，学习技能的
脚步不能停止。我要从大赛中汲取经验
和启发，不断用新的知识来提升自身能
力，
带动更多的姐妹掌握服务技能。
”
除了业务能力精湛，李晖还善于钻
研，勤于思考，多才多艺，是阳光大姐艺
术团的主力成员，
自编快书、舞蹈、朗诵，
样样精通。
李晖先后被授予“阳光大姐家政服
务十佳指导师”
“济南市技术能手”
“山东
省技术能手”
“山东省巾帼建功标兵”
“山
东省家庭服务明星”
等荣誉称号。
（供稿：全国妇联妇女发展部、山东
省妇联发展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