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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杨，怪好看的
■ 本报记者 马永红 通讯员 杜小虎 雷虎

再次遇到张建国，是在项目部的办公
区。我们立即逮着他问：“你回来啦，跟媳
妇约上会没？”

他赧然一笑：“约着了。”我们有些惊
喜，惊喜于这么快又见到张建国，惊喜于他
终于笑了。

三天前的那次突击采访，他的“冰块
脸”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离开新疆
的这两天，我们在采访中有意无意地想多了
解他一些——关于他的“侧面”。

每天巡线特费鞋

灰黑的脸色、浮肿的眼睑、低哑的嗓
音、暗淡的语调，张建国脸上的疲惫，任谁
看了都会揪心。

“要不是今天我要回武汉，像你们这样
不打招呼就来，根本见不到我。”三天前，
他对我们说这句话时，几乎面无表情，语气
平淡得似乎没有一点情绪，言辞上却是毫不
含糊。

他说的没错，我们是路过他的工区驻地
时一时兴起，从大路拐了进来，不知他在不
在，也不知他当天的工作安排。

“如果你今天不出差，这个时候在干什
么？”

“在现场。”
和（田）若（羌）铁路S3标全长170

余公里，以民丰县为中心自东向西分为五个
工区，现在工程已近尾声，工区合并，张建
国担任经理的二工区与一工区合并，成为新
的“一工区”，由他全面负责。张经理的管
理跨度由原来的50公里扩展至92公里。

“刚合并时，我一天走原来一工区的线
路，一天走原来二工区的线路。现在施工点
没那么多了，我就每天都把全线跑一遍。”

每天巡线92公里，还干不干别的事儿
了？我们不由得在心里犯嘀咕，然后问他：

“你昨晚几点睡的？今天几点起的？”
“昨晚比较早，2点多睡的，今天早晨8

点起的。”新疆的太阳落得晚，2点多相当于
内地的半夜12点左右，8点相当于清晨6点。

“2点算比较早，那你平时几点睡？”
“四五点钟都正常。”
“你是不是特别费鞋？”我们注意到他脚

上半新的黑色运动鞋。
“嗯。在这个项目上我扔了好几双。”
“几双？”
“记不得了。这还是过年老婆给我买的

新鞋。还没怎么穿，今天回武汉嘛。”说到
“老婆”这个字眼时，他脸上有一丝不易察
觉的笑意闪过。

对于我们的突然造访，张建国还是给予
了最大程度的配合——放下所有事情，用赶
飞机前的一个多小时时间，坐定在彩钢板会
议室里，有问必答，虽然始终面无表情。而
他浑身散发的疲倦气息，又实在让我们不忍
多问。

交谈中，张建国接了好几通电话，其中
一通是项目经理陈明华打来的，要求他11号
务必返回。挂了电话，他仍旧面色平淡地对
我们说：“今天9号。10号考试，要我11号
回。”作为执证的一级建造师，他必须按相
关要求赶回公司总部的所在地武汉参加一场

考试；作为和若铁路S3标的工区经理，他必
须尽可能不离开工地；作为一家之主，他很
希望考完试能回郑州看看老婆孩子，毕竟，
他们已经几个月没见着面了。

“叫你老婆带着孩子们到武汉呗，你们
约个会。”我们出主意。

“我跟她说说吧。”他语气还是那么平
稳，脸上一丝表情都没有。

好想完整修座桥

2008年，22岁的张建国从河南财经学
院计算机专业专科毕业后，又折入武汉桥梁
技工学校，边学习边在汉（口）宜（昌）铁
路工地实习。2009年11月，他以技工的身
份入职中铁大桥局六公司，就此开启“辗转
于边远地区项目”模式，内蒙巴林左旗、内
蒙元宝山、山西神木、辽宁阜新，一路走
过，就到了2016年初。

将近七年的时间里，张建国在寒冷的北
方参与过三次冬季施工，因为在室外时间过
长，寒气入体，以至于那一阵子他都无法在
椅子、板凳上坐稳，坐着坐着就会浑身颤
抖，如“打摆子”一般无法自控。岳母曾揶
揄他，年纪轻轻咋就像个老人。

虽然吃了很多苦，虽然一直在制梁场的
单调工作环境里，但那个七年，张建国参与
了汉宜、锦赤、神池、巴新、阜新等多条铁
路的建设，熟悉并掌握了铁路桥混凝土梁的
全套制作工艺，并在师傅李癸春的指导和引
领下，由普通的技术工人，一步步成长为技
术员、助理工程师，成为一名成熟的现场技
术人员。

2011年11月在元宝山，进入自己职业
生涯第三座制梁场的张建国对着李癸春发出
感慨：“好想去建一项综合工程呀，有隧
道、桥梁和路基。梁场也太单调了！”

做了十多年制梁场总工程师的李癸春笑
了笑，说：“我也想去干综合工程。”

“我还想去干一座桥。”
“会有机会的。”
机会真的来了。
2016年4月，张建国调入位于河北怀

来的官厅水库公路桥项目部，参建一座城市
公路悬索桥，720米一跨越过官厅水库。彼
时，刚开工的京张高铁官厅湖大桥就在百余
米外，那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重点配套
交通设施，施工过程中将产生多项最新的工
艺和工法，并应用多项新技术、新发明。巧
的是，这座高铁桥梁也由中铁大桥局六公司
承建。

从头开始参与一座公路悬索桥的施工，
身边还有另一座先进的铁路桥梁在建，自己
随时可以去参观学习；工地不再偏远，周遭
也不是荒无人烟……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呀！

到怀来后，张建国的工作状态用“如饥
似渴”来形容毫不为过：看呀，学呀，干呀
……从日到夜，勿问日夜。

2018年，32岁的张建国获得职业生涯的
跃升。这一年，他评上了工程师，考过了一
级建造师证，当上了项目部的工程部长。更
为重要的是，他感觉自己有了一份自信，作
为工程人的自信：我不仅在梁场制作了那么
多的混凝土梁，还参建了一座完整的桥梁。

希望每天能洗漱

2019年6月11日，在天蓝云白、湖水
清澈的怀来，官厅水库公路桥贯通。就在这
一天，张建国奉调令入疆，参建一项铁路综
合工程——和若铁路。

从和田机场前往民丰县城，一路向东，
天不是越来越亮，反而是越来越昏黄。昏黄
之中起了风，风中有沙，打在车身上“哔哔
剥剥”地响，像是雨点敲击的声音。

张建国是见过大风的。怀来就是一个风
口，当地人自嘲说“怀来一年刮两场风，一
次刮半年”。但怀来的风里没有沙，眼前这
民丰的风，似乎是与沙打架，风和沙搅缠着
分不开，还发出刺耳的呼啸声。

300公里，走了6个多小时。到达民丰
县城东头的和若铁路S3标项目部驻地时，
风更大了。人无法在室外停留，不敢睁眼，
更不能开口；而室内的地面、桌面、床面已
有一层薄薄的“沙罩”。陈明华告诉初来乍
到的张建国，这样的天气在这里基本是常
态。

和田至若羌的新建铁路自西向东穿过塔
克拉玛干沙漠南缘，S3标属中段。张建国
是被调来任二工区经理的，但此时他的工区
尚是一片连着戈壁的沙漠。因为疆内资源有
限，项目部一时无法做到所有工区同时开始
建驻地，于是张建国临时被安排去做征地拆
迁工作。

茫茫沙漠上的工程也有“征地拆迁”？
当然有！
施工红线内的胡杨树、核桃林，甚至戈

壁上的红柳丛、骆驼刺、芨芨草都是不能随
意处理的，草草木木都关乎环保和生态。

以前从未接触过“征拆”的张建国跑遍
了S3标全线，以及周遭的乡、镇、村。他
不仅熟悉了地形，认识了S3标红线内的每
一处沙丘、每一棵胡杨，还了解了周围可以
利用的施工资源。因此在7月份，二工区驻
地营区建设一经开动，仅用三周即告完成。

那三周，大热的天，张建国和他的小伙
伴们竟然没有洗漱。从县城拉来的桶装水先
要供给做饭和饮用，驻地营区深陷沙漠之
中，且正在建设，一时间完全没有能力提供
洗漱用水。20多天，别说洗澡，甚至脸、
脚、手都没有洗过，张建国的袜子破了好几
双，头发一根根冲天直立着。

直到驻地差不多建成，张建国到民丰开
会，才冲到项目部的一间宿舍好好洗了个
澡。头发洗了五遍，还是又涩又硬。

碰到难题就死磕

二工区的线路上原本有2.7 公里的桥
梁，曾以为沙漠上的桩基础该是多么简单的
桥梁施工技术呀，谁知基坑开挖不过两三米
深，地下水便涌了出来，旱地桥施工生生变
为水上作业。

和若铁路所经之处风沙之大，超出规划
之初的勘察数据。项目启动后，和若公司立
即着手路基改桥的变更设计，但施工不能
停，工期不能改。于是，张建国他们必须把
能做的工作内容往前赶，集中精力做确定不
改的路基。

2020年春天的新冠疫情耽误了两三个
月时间。从3月份起，回家过年的员工开始
想尽一切办法返岗，到5月，才终于达到与
工程需要相匹配的人数。路改桥的设计变更
图纸也终于出来了，其中二工区7公里多的
路基改为桥梁，桥梁的长度增加到11.4公
里。

而此时，与和若铁路垂直相交的民洛高
速公路开工，民洛高速与和若铁路相交处正
是二工区的“跨民洛高速刚构桥”，于是二
工区正在使用的挖掘机、汽车吊等大型施工
机械便常常被请去邻近的工地——因为这些
几乎是南疆仅有的大型机械了。

而此时，距离9月初“承台全部完工”
的目标节点只剩下不到4个月的时间。

这 4 个月可谓是张建国的“至暗时
刻”——

材料、设备几乎都要从一千多公里外的
乌鲁木齐调集，施工人员则大部分来自内
地。人、料、机的进与退，都需要有远大于
内地工程的提前量，协调安排妥当即是管理
艺术，调配不当则相互掣肘，深刻影响工作
进展。

从未当过“领导”的张建国，发挥自己
10 年工作经历养成的习惯——对难题

“死磕”，对任务“不折不扣完成”。每天只
要醒着就在工地上，走着、小跑着，两个手
机轮番接听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个接一
个；每天的睡眠时间被压缩到只够打个盹
儿；时差一直没倒过来，到饭点不饿，饿了
时不是饭点，于是老婆准备的零食发挥了大
作用……

当时，张建国有一件最幸福的事儿，那
就是到项目部开会，因为几十公里的沙漠公
路路程可以让他在车上美美地睡一觉。

最累的时候，张建国也哭过。
好在结果是值得他高兴的：9 月 10

日，二工区的297个承台全部完工。

管理需要多沟通

“现在好了。”张建国说，“工程快结束
了，只剩下一小部分收尾工作，我也悟出了
许多。”他告诉我们，他悟出来：管理，要
多沟通，得考虑每个人的不同能力，要引导
团队成员发挥各自的才华……只靠一个人，
累死都是不行的……

“你的思路已经从一个技术人员转变成
一个管理人员啦。”我们由衷地赞叹。

“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张建国谦虚时
仍然淡着脸。

“那个考试，你有时间复习么？”我们又
突然发问。

“我刚下载了学习资料在手机上，一会
儿到飞机上看。”

“你去看过胡杨没？”我们想通过思维跳
跃的问题改变改变他的表情。

“没时间，也没心情。”我们没能改变什
么。停顿了一下，他又主动说：“不过，刚
入秋时，陪着
来检查的领导
去看了看。胡
杨，还怪好看
的。”

向主塔前进
■ 完颜亮

12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走进东莞滨海湾大桥
工地，现场彩旗飘扬，机械轰鸣，微风迎面扑来，
还夹杂着些许海水的咸味。

大桥即将合龙，项目副总工叶世儒、测量员陈
金才等人正全神贯注用全站仪监测钢箱梁施工。长
235.95米，总重约7550吨钢箱梁在32台步履式三
维千斤顶的同步顶推下，正缓缓向主塔方向前进。

同行的工程部负责人戴世立告诉我，今天是大
桥东岸钢箱梁在进行顶推，他们在测量钢梁前进时
的位置数据，以保证其不“跑偏”，还要对处于受
力状态下的顶推支架进行沉降观测。

为保证施工安全，项目部组织编制了安全专项
方案，并组织专家进行研讨。钢箱梁分段制作，在
厂内整体拼装，经检测合格后，分段水运至现场，
再用吊车和龙门吊机吊装，最后在工地焊接成整
体，采用支架步履式顶推的总体施工方案，确保钢
箱梁安装架设顺利进行。

“这么多台步履式三维千斤顶，它们是如何保
持同步的呢？”我问。

戴世立卖起了关子，带着我爬到临时支架上寻
找答案。

通过仔细观察，我发现它们与我以前接触的三
维千斤顶不同，三个方位的油缸上都安装了位移传
感器。

“它们会向后台反馈信号，统一汇总到步履式
智能顶推控制室，我们会记录每台传感器发来的数
据，进行整体监测。”戴世立说。

“测量数据符合要求。”
“各点人员注意，开始顶推。”
……
对讲机里传来指令。在总控室的操作下，4列

8排共 32台步履式三维千斤顶同步开始向前发
力，顶推钢箱梁向主塔前进。

近距离看完钢箱梁顶推过程后，我才恍然大
悟：原来是千斤顶是这样协作的。

“在钢箱梁施工过程中，使用步履式三维千斤
顶可以更好地控制精度。”戴世立告诉我，“这种千
斤顶的特点是多步频、小步伐、多方向，更有利于
调整偏差，方便对于精度、钢箱梁线形的控制。”

我们走到钢箱梁合龙口，看到在顶推施工中起
重要作用的“钢手臂”前导梁。为增大顶推的跨
度，并减少钢箱梁的悬伸长度，降低钢梁下挠值，
项目部在钢梁前端接上了37米的“钢手臂”前导
梁，辅助钢箱梁顶推。

再往远处望去，高耸的主塔旁屹立着亚洲最大
的水平臂上回转自升塔式起重机D5200-240塔式
起重机。

滨海湾大桥的主塔采用独柱塔，造型为东莞市
的市花玉兰花，总高149.8米，桥塔采用钢壳混凝
土塔，主塔共有 42 个节段。

戴世立介绍，主塔最重节段可达230多吨，现
在塔吊正在顶升，顶升完成后要进行主塔的第22
节段吊装，重达146吨。

当我想再靠近一点时，现场的安全员朝我大
喊：“塔吊顶升，请离远一点。”

我下意识地退后了几步，戴世立见状，笑道：
“群安员、机械部管理员都在这里，保护你的安
全，别担心。”他还告诉我，为保证项目各工点施
工安全，项目部积极开展群安员、青安岗系列工
作，还有“党员身边无事故”“安全之星”季度评
比等活动。

天色渐深，我们离开现场，回头望去，钢箱梁
还在向主塔方向缓缓
前进，而夕阳将建设
者的背影拉得很长很
长。

一 丝 不 苟
日前，位于珠海的黄茅海跨海通道高栏港

大桥Z4号主墩承台及塔座施工已全部完成。虽
然白天最高气温有20度，但站在栈桥上，仍能
感受到海风夹杂着寒意袭来，工人们裹着冬
衣，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为混凝土蓄水养护

工作及塔柱第一节钢筋绑扎施工作好准备。
图①为工人在对墩塔柱冷却水管挤压对

接；图②为技术员正在测量放样混凝土面标
高；图③为工人正在加工塔内步梯基础预埋
件。 王小梅 张璞 摄影报道

①

②② ③③

本报湛江讯（通讯员 李菲） 12月20日，湛
江环城高速南三岛大桥北主塔封顶，南主塔已于
11月16日封顶，至此大桥主塔施工全部结束。

南三岛大桥为湛江环城高速项目的控制性工
程，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跨度300米。主塔采用
菱形“双子塔”设计，塔高111.32米，高度接近
40层大楼，通航净高28米，建成通车后可满足
3000吨级海轮通航。

每年 7 至 9 月是湛江及周边地区的“台风
季”，为实现2022年6月底前主桥主梁合龙目标，
项目部科学倒排各项工序节点，因地制宜应用塔梁
同步、双壁钢围堰、自动液压爬模等工艺工法，在
确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有效提升施工效率。为实
现智能化提效，项目部还建设了智能化、工厂化钢
筋加工车间，研发了智慧工地管控平台，通过科学
组织进一步提升效率，实现了年底前完成“双子
塔”封顶的既定目标。

项目建成后，南三岛大桥将成为当地首条高速
海岛通道，对提升湛江市道路通行能力、服务水平
以及湛江市“东进”发展战略具有积极作用。届
时，南三岛居民出岛时间将节省约30分钟，岛外
居民前往海岛自驾游也将更加便捷。

湛江南三岛大桥双子塔封顶

本报综合讯（通讯员 边吉） 12月 21日 15
时，随着最后一轮钢箱梁顶推结束，位于南京高淳
的官溪河大桥主桥实现合龙，高淳区北岭路西延及
跨官溪河桥梁工程东西两岸桥梁至此顺利连接。

北岭路西延及跨官溪河桥梁工程，位于高淳城
区西北，东起太安路西至官溪河西岸，按一级公路
标准兼城市主干路建设，全长1.52公里，桥梁全
长990米，主桥上部结构采用独塔双索面斜拉桥，
主跨钢箱梁则采用多点步履同步顶推工艺施工。

由于该桥跨越芜申运河三级航道 （官溪河
段），每天上下行通行船舶200余艘，安全风险
高。为减少施工对通航行船的影响，施工单位在河
道中间预留了大于30米的通航孔，通航孔两侧搭
设两排临时墩，并设置防撞墩、安全引导桩及各种
安全警示标识标牌，施工期间设专人在上下游及施
工点引导通航，确保通航安全。

南京高淳官溪河大桥合龙

入冬，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和若铁路建设
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开始静态验收。

今年9月，随着全线钢轨实现对接，和若铁路与
格库铁路、南疆铁路成功“牵手”，环塔克拉玛干沙

漠铁路线正式“闭环”，标志着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
绕塔克拉玛干沙漠“画”圆了一个圈。

和若铁路连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南部的和田地区
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通车后，将结束洛

浦、策勒、于田、民丰、且末等5个县不通火车的历
史，对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地区经济发
展、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编者

E-mail:xcbbjk@163.com

■ 本报记者 马永红 通讯员 杜小虎 雷虎

向主塔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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