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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 7月，王晓惠从
青海民族学院数学系理学专
业毕业，10多家单位向她伸
出“橄榄枝”，本可以成为一
名人民教师，她却来到商丘
地区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做
了一名建筑从业者。在30多
年的工作中，王晓惠创造了
一个个“河南经验”“河南模
式”，成为我省建设系统的领
军人物。

1997年，王晓惠被任命
为工程建设招投标办主任。
面对完全陌生的领域，她从
基础知识学起，为规范建筑
业招投标程序，她先后到20
多个省市考察学习，召开30
多次座谈会听取意见，指导
全省组建了129个建筑工程
项目招投标有形市场，培育
的郑州市建设工程招投标有
形市场，被住建部称为“郑州
模式”并全国推广。

2011年底，由于业务能
力出众，省住建厅党组把她
调到执法监察总队一处任处
长。此时的她被确认患癌症
已经3年，但依然在监察岗位
上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2016年，调整到住房保
障处任调研员后，她分管保
障住房审计整改工作。该工
作需要协调财政、国土、发改
等15个部门，程序繁琐流程
复杂，她凭借扎实的业务功
底，开创性地将这项一直以
来很被动的工作，变成各部
门积极主动配合完成。在此
期间，她还编辑印发了《保障
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有关整
改依据及处理资料100问》等
十多本内部参考资料，得到
国家住建部的认可并组织全

国推广。
其时，她的母亲刚在青

海病逝，她考虑到繁重的整
改任务，当天上午料理完后
事，下午她就飞回郑州，赶到
了工作岗位上。

凭借多年的优秀工作成
果，王晓惠先后被河南省科
协聘请为“百千万科普工程”
专家团专家，被省政府授予

“河南省先进质量工作者称
号”；被住建部评为“全国工
程质量管理先进个人”“全国
建设系统先进工程质量监督
工作者”；多年被省住建厅党
组考核优秀、十多次授予“先
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
等称号。

2008年初，根据王晓惠
的工作成绩和突出表现，省
委组织部推荐她到住建部挂
职锻炼。不久后，汶川发生
里氏8.0级大地震，王晓惠当
即请求去地震现场，负责绵
阳震区上海等 11个援建省
市、两期上万套板房建设质
量监督管理任务。

时值盛夏，缺水断电，她
克服女同志心理和生理上的
各种困难，冒着山体滑坡、大
小余震、水质污染等各种恶
劣环境影响，奔赴在工程质
量检测一线。

“有一次我们小组去往
青川检测房屋工程质量，有
一段路一边是塌方，一边是
岷江。行驶在路上时突然遇
到了泥石流，瞬间车子就被
淹没了，幸好一位男同事反
应快，攀上了车顶并把我也
拉到路边，否则我那时候就
被泥石流冲走了。”王晓惠向

记者讲述当时惊心动魄的情
景，“从那以后，我多活一天
就是多赚一天，多赚一天就
要多干一天。”

为了工作人员身体和心
理健康考虑，当时援震工作
的一个周期是15天，到期就
得换人。但由于震区受损房
屋不计其数，工程质量检测
工作量巨大，为了便于国家
第一时间拿到震区房屋数
据，及时决策灾后重建工作，
王晓惠足足坚持了近两个
月，人也被晒黑了，也瘦了许
多，最后在住建部领导的强
制要求下才撤离震区。当
年，她被住建部评为“全国建
设系统抗震救灾先进个人”。

从灾区返回不久，王晓
惠一直低烧不退，到医院体
检后，被确诊为乳腺癌。主
治医生得知她在汶川地震期
间过度劳累的情况后，半是
佩服半是提醒：女人48岁是

“敏感期”，过度劳累极易诱
发癌细胞转移 并造成钙流
失等各种疾病。

王晓惠没有抱怨，没向
组织伸手，每天依旧井井有
条地处理分管的工作。背地
里，却独自忍受半年六次化
疗带来的脱发、免疫力下降、
严重骨质疏松等并发症。“舍
不得离开工作岗位啊，那都
是我的心血。”她生活中依然
乐观，工作上依旧拼命，根本
看不出是大病初愈之人。

今年10月份的某天，她
接到一件紧急任务，与同事
加班到次日凌晨3点后，又拖
着疲惫的身体赶赴信阳，参
加省政府审计联席会核查组
并担任组长。谁知刚到信
阳，就又接到单位紧急通知，
让她火速赶到豫东某县处理
一件紧急情况。她又从信阳

转乘火车、汽车，一路颠簸到
深夜11点多才赶到县城，身
体本来就很虚弱的王晓惠身
体已透支，被人搀扶着下了
车。

在儿子面临高考时，王
晓惠正全身心投入在技术攻
关之中，她主导的基桩动测
模型桩基地的研究应用一直
是一项技术难题，也是制约
我省建筑业发展的瓶颈所
在。

经过大量的技术攻关，
王晓惠成功了，其研究成果
大量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
并应用于工程质量监督实践
中，无论是从设置的数量、规
模，还是基地保密措施都处
于国内领先地位，为确保全
国基础工程质量开创了先
河，该基地被建设部鉴定为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并升格为
国家基桩动测资质考核基
地，她也被聘为“全国桩基检
测单位资质考核”专家考核
成员。儿子抱怨她，“别人称
呼您是‘王工’，我看应该叫

‘忙工’”。
虽然在孩子人生的关键

阶段忙于工作，但王晓惠在
孝敬老人方面从未缺席。为
了方便照顾婆婆起居，她20
年如一日，与年迈的老人同
住一张床，“婆婆有四个子
女，但她就喜欢和我们在一
块儿，我们比亲母女还亲。”
王晓惠提起婆婆，笑得很开
心。

五年来，在王晓惠等住
建厅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全
省共开工各类保障性安居工
程 251.38 万套、1.85 亿平方
米，其中，开工棚户区改造安
置住房201.78万套，基本建
成112.51万套；开工公租房
45.39万套，保障性安居工程
开工总量位居全国前三位，
公租房开工总量连续五年位
居全国第一。

此外，她还代表河南参
加了国务院的《建设工程质
量管理条例》立法、释义和配
套文件的起草和出台工作。
还先后参加了《建设工程质
量监督导则》《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规范》等国家标准的编
制，参与修改了建设部《全国
10项新技术》及《创住宅精品
工程施工技术指南》等书籍
的编纂任务。她还成功推荐
了“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国
家优质工程）”“全国建筑装
饰工程奖”，填补了我省没有
全国装饰工程奖的空白。

6次化疗仍坚守工作一线，“女鲁班”感动中原

多活一天，就要多干一天！
——记省住建厅住房保障处调研员王晓惠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实习生 冯子雍 通讯员 朱培伦

王晓惠，女，回族，天津市人，中共党员，1961年10月出生，青海民族学院数学系理学学士，大连理工学院社会科学系在职管理科学
与工程专业研究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从省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到省工程建设招标办；从省住建厅执法监察总队，到厅住房保障处，30多年来，王晓惠在不同的工作领
域创造诸多“河南模式”，多次获得国家住建部认可并组织全国推广；身患癌症化疗6次依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创造新的成绩；生活中，
她20年如一日照顾婆婆生活起居，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她始终在向周围的人传递正能量，被誉为新时代的“女鲁班”。

本报讯 近日，大河报·大
河客户端记者从省住建厅了
解到，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
全省住房城乡建设高质量发
展，省住建厅即日起组织开展

“弘扬社会正能量宣传出彩物
业人”活动。

记者了解到，该活动由
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主
办，河南省建设工会、河南省
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文明办、
河南省物业管理协会共同承
办，省辖市、省直管县（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参与
协办。将从河南省从事物业
管理工作的一线员工中推
选，包括项目经理、物业管理
员、设施设备维修技工、秩序
维护员、保洁员、绿化养护工
等六个岗位。要求人物事迹
主要发生在 2016-2018 年
度，在平凡的岗位中做出突
出成绩和贡献，获得业主的
广泛好评；事迹具有代表性，
在行业内具有示范榜样效
应。

“希望通过宣传我省基层
物业工作人员在真诚服务业
主、构建和谐的物业服务环境
等方面所做出不懈努力的优
秀事迹，树立一批行业标杆，
从而鼓励从业者以更加饱满
的热情投身物业管理事业，弘
扬社会正能量。”省住建厅房
地产市场监管处相关负责人
称。

根据要求，申报单位或推
荐单位需将相关材料发送至
电 子 邮 箱 ：hncpma@163.
com。具体申报材料见省住
建厅官方网站，咨询电话
0371-86187999，材料报送
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1月 15
日前。

省住建厅开展
“出彩物业人”
活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孙煊哲 实习生 冯子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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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多项“河南模式”，
贯彻工匠精神

病魔压不垮“脊梁”，
活一天就要干一天

恪尽职守，发扬钉子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