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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发地到目的地，仅仅100多公
里的路程，中铁大桥局建设者们却走
了两三天，他们腾挪辗转 52 个小时，
终于相聚在大西北。

龙翔大桥禅城侧
沥青摊铺完成

挺进大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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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岚 文利华

•11月17日，兰合铁路4标项目部3号拌和
站成功试拌，标志着全线首个制梁场拌和站已进入
验收阶段。 （张博君 杜康）

•11月 15日，长江岸线生态环境提升工程
（九江段）二期项目开工。 （汤敏洁）

•11月14日，京港澳改扩建工程5标（东岳村
至东西湖互通）首个承台浇筑完成。（汪涛 李鑫）

•11月13日，京杭运河泗阳桃源大桥主塔承
台开始第一次浇筑。 （程海东 郑真）

•11月12日，江西瑞金市四好农村路工程坝
尾大桥架梁完成。 （曾玉兰 曹文龙）

信息短波

本报佛山讯（通讯员 韦潘峰 刘俊智）
11月10日下午5时，伴随着最后一车沥青混
合料碾压摊铺完成，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龙翔
大桥及引道工程（LXSG-02标段）禅城侧沥
青路面摊铺完成，为实现全线通车目标迈进坚
实的一步。

龙翔大桥禅城及顺德段始于龙翔大桥主桥
起点，终于佛山一环，包含龙翔大桥、龙畔互
通式立交和佛山一环辅道（2021年12月31日
建成通车）。主线设计时速80千米，设计为双
向6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并兼顾城市道路功
能，匝道、佛山一环两侧辅道为时速60千
米。该段设大小桥梁共 11 座，桥梁总长
7689.0米，主线特大桥1座，互通匝道大桥4
座，辅道特大桥1座，大桥3座，地面小桥2
座。

工地吹哨人
立冬节气已至，决战决胜四季度的号角

正响，在中铁大桥局杭温6标项目部楠溪江
大桥工地，建设者们正为全面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而努力冲刺。

“朱师傅，朱师傅！下行线列车马上就要
过来了，我们要赶紧暂停作业。”突然，魏栋
朝着对讲机那头的塔吊司机急切地喊起来。

这是发生在楠溪江大桥工地的常见一
幕。楠溪江大桥37号墩紧挨高铁既有线，
这条线每天有70多对列车经过，平均三五
分钟就有一趟。作为安全员的魏栋必须时刻
留意对讲机内的传呼信息，随时向作业人员
通报附近列车通行情况，第一时间向他们发
出预警，提醒注意安全。

因为临近高铁施工，安全风险较大，项
目团队采取了“技防”+“人防”两套办法
作列车预警。所谓“技防”就是智能预警系
统，该系统通过高清监控摄像头+红外扫描
的方式，可自动识别通过的列车，识别到列
车通过后，系统自动发出列车邻近的预警语
音播报，防护员通过预警系统联网对讲机实

时接收。“人防”的办法则是在列车上行和
下行线的两个远端设有远端防护员，通过人
工瞭望方式对沿线来车进行预警。防护员收
到来车预警之后，会第一时间告知作业的机
械司机暂停作业。

之所以要同时采取两套方案，是为了互
相弥补不足。“智能报警系统有时候会出现
误报，或者在列车到来时，没有及时发出预
警的情况，因此专门增加了人工瞭望，确保
能够百分百地及时预警，保障现场作业安
全。”魏栋向笔者解释。

魏栋说，有些作业工人存在侥幸心理，
即使听到了来车的预警，也不及时停止作
业，还想着抢干一点活。因此安全员的任务

就显得异常重要，他们必须立刻上前阻止，
确保工人以最快速度停止手中的作业。

除了时刻关注列车的途经运行情况，魏
栋每天还要数次对施工区域环境和机械状况
进行巡检，如果碰上酷暑高温时节，施工人
员的身体状况也是他需要关注的内容。简而
言之，对于施工现场一切与安全相关的事
情，魏栋和他的安全员同事们都要操心。

在中铁大桥局杭温6标段，像魏栋这样
的安全员共有9名，他们穿梭在沿线各个施
工区域，守护着项目建设的安全推进。

魏栋常常对同事们谈心得：“刚参加工作
时，我的师傅就告诉我，作为一个安全岗位
的工作人员，很微小的一个善意提醒可能会

挽救一个家庭。所以我一直觉得自己肩上的
责任很重，安全检查来不得半点马虎，每次
对现场的检查都要更细致、更彻底才行。”

截至11月15日，楠溪江大桥36号墩
主塔已完成第14节浇筑，第15节钢筋绑扎
基本完成（剩余封顶节），37号墩主塔已完
成第14节浇筑（剩余1个封顶节），引桥移
动模架施工完成14孔（剩余8孔受右行线
钢盖梁施工影响暂停施工）。

■ 卢方丽

兰合铁路临夏大桥
水中墩承台浇筑完成

本报临夏讯（通讯员 余娅娟 张博君
杜康）近日，新建兰州至合作铁路临夏大桥水
中墩承台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墩身开始施
工。

中铁大桥局兰合铁路4标项目常务副总工
许鑫介绍，临夏大桥位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
州临夏市南龙镇，跨越黄河二级支流牛津河，
是兰合铁路项目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桥梁全
长2007.98米，本次浇筑的为大桥2号墩承
台，承台长20.9米，宽11.9米，高4米，一次
性浇注混凝土共计995方。为保证冬季大体积
混凝土施工质量，建设者在承台顶面搭设保温
棚，承台内布设冷却水循环系统，采用智能化
手段进行混凝土温度监控。

新建兰州至合作铁路位于甘肃省境内，行
经兰州市、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
州，地处甘肃南部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
地带。项目建设面临着高地应力、泥石流、有
害气体、地震液化、水库坍岸等突出地质问
题；同时线路途经黄河流域，沿线自然环境保
护目标繁多，生态保护责任重大。项目部秉承

“环保优先、生态保护”的理念，通过优化选
线、合理选择工程穿越形式、加强保护和恢复
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项目对沿线自然保护
区、水源地等环境敏感目标的影响，同时通过
铁路路基两侧绿化、站场景观绿化及取弃土场
等临时工程的植被恢复，实现铁路绿色通道建
设。

金秋十月，中铁大桥局再传捷报——成
功中标西（宁）成（都）铁路项目。建设者
们闻令而动，一边配合各地疫情防控规定，
一边克服困难想尽办法，从全国各地向大西
北聚集。

中铁大桥局七公司设备租赁公司副经理
刘文辉带领兰合搅拌站的技术骨干阮兵，率
先驱车赶往青海省海东市尖扎县；紧接着经
理李希平和副经理刘涛也从武汉乘机前往成
都双流机场，辗转再到尖扎县；身在昆仑路
项目搅拌站的我也被安排与安全总监郭柱、
工经部员工李潇瑞一起支援项目前期建设。

从西宁市驾车走高速到尖扎县仅107公
里，本来只需1个半小时，但由于西宁市疫
情防控升级，我们三人进不了尖扎县，只能
先到化隆县隔离，而且出西宁市的所有通行
路线都是封闭的，私家车无法上路。大家不
得已，只能在项目综合办公室的积极协调
下，准备采取“曲线救国”的方式：先购买
前往上海的机票，凭机票乘坐机场大巴前往
西宁曹家堡机场，随后到机场退掉机票，再
由西成项目部联系疫情指挥部的车辆到曹家

堡机场接我们。就这样，我们三人匆忙踏上
了前往化隆县的逆行之路。

可没想到，到达曹家堡机场后，由于我
们三人并未实际乘坐飞机，疫情指挥部的车
辆不能接我们离开机场。从8日早上10点
到达机场后，我们就不停地多方联系车辆接
我们前往化隆县，每失败一次，我们的心里
就增加一份焦虑，我们都在不断地联系不同
的人，想尽办法联系车辆。大家都觉得，既
然出来了就只能一路向前，怎能再折返呢？

终于在9日深夜1点，西成项目部借到
的一辆私家车顺利到达曹家堡机场，可以载
着我们继续赶往化隆县。

虽然坐上了车，可前行的路上依旧困
难重重。车辆行驶到化隆县阿岱收费站后，
从阿岱收费站到出高速路出口近2公里的路
停满了车，因为所有车辆出了阿岱收费站后
要进行入县隔离登记，而化隆县的隔离宾馆
已经爆满，只有等隔离宾馆有空房间腾出来
后才能替补进去。

2公里左右的公路上停满了排队的车
辆，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停车场。每辆车都相

隔很近，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员和交警不断用
扩音器喊话，让大家不要下车随意走动。车
子艰难地挪动着，看样子一时半会是进不了
化隆县了。

眼瞅着天色渐黑，浓浓的寒意慢慢地透
过衣服浸入身体。郭柱清点了一下我们随身
带着的方便面和干粮，已所剩无几。他一边
交代李潇瑞去打听路边是否有副食店，一边
让司机打开了车内的暖气。李潇瑞戴好口
罩，拢了拢衣服，再将帽子戴在头上并拉紧
抽绳后就下了车，可没走出去一会儿，李潇
瑞就被执勤人员赶了回来，一辆执勤车辆跟
着他开到了我们的车旁边。

执勤人员问过我们的需求后，给了我们
一个订餐的联系电话，再次叮嘱我们不要随
意下车。郭柱连忙向执勤人员表示感谢，同
时也宽慰我们：“这下晚饭有着落了，大家
安心再等等。”

待吃过热乎乎的盒饭后，我的身体顿时
觉得暖和了许多，也不再那么焦急了，可看
着前面的车流长龙在近10多个小时里纹丝
不动，我们不禁又开始忧心了。为了省点

油，我们也关闭了汽车发动机，停掉空调，
四个人将所带的衣物都裹在身上，在车里蜷
缩了一晚，全然不知外面已飘起了雪。

天渐渐亮了，经过一夜的等待，我们以
为很快能进入化隆县，可前方的车辆还是丝
毫未动。因为担心油箱里的油支撑不到我们
进入县城，我们四处寻找交警求助，等了许
久，巡查的交警终于来到了我们车边，我们
赶忙将油将用尽的情况反馈给他。交警在离
我们最近的隔离带附近拉开栅栏，在警车的
开路下，我们开到了最近的加油站加满油。

外面虽然已是白茫茫一片，但想到餐食
的问题解决了、油也加满了，我竟已感觉不
到大西北的寒冷了。

历经52小时后，我们终于进入化隆县
宏达宾馆开始集中隔离。还来不及收拾行
李，也顾不上舒展被束缚了几天的手脚，我
们就在七公司总经理祝良红的召集下召开视
频会议。当看到已解除隔离，并先行到达、
已在现场查勘的同事李希平、刘文辉、刘涛
和阮兵出现在画面里，我热血澎湃，期待着
早日解除隔离，加入到他们的“战斗”中。

跟着老黎探“蛛网”
“叮铃铃，叮铃铃……”老黎从来没有

闲过的手机电话铃声又一次响起。“老黎，
过来帮忙啊！现场需要你。”这次是工程部
打过来的电话，要求我们对武汉白沙洲大道
两侧的管线进行摸排。

白沙洲大道是连接武昌与江夏区的交通
咽喉，路两侧的信号线犹如“空中蛛网”。
大家赶到现场看到错综交织的线路时，都愣
住了，小伙子邓军翔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
上，发愁地说：“天啊，这可怎么搞啊？”一
旁的老黎没有直接回答小邓的问题，围着低
一点的电箱看过来看过去，琢磨起来。

老黎大名黎琛衠，是一名老测量员，参
加过很多大项目，从斜拉桥到悬索桥，从顶
推桥到转体桥都有参与过，是测绘公司中人
人尊敬的老大哥。老黎为人很低调，虽然是
一名老测量工，但每到一个项目还是保持着

谦逊的态度，经常虚心向其他测量员请教学
习，做事沉着冷静。

老黎招手要大家到他身边集合，“你们
看这些箱子，信号线看着杂乱无章，但是每
个箱子就是一家产权单位，只要我们查清楚
这些箱子的权属，然后把箱子的位置连起
来，这些信号线不也就自然而然清楚了
么。”小邓两手一拍，恍然大悟，拿起笔记
本就开始记录起箱子的信息采集坐标了。

3个多小时后，已近中午，还剩最后两条
管线。但是这两条管线和其他电缆不一样，
有一头钻入地下，旁边有一个井盖。大家找
来一根撬杠，“嘭”的一声，井盖开了，大家
捂着鼻子扇了扇扬起的灰尘，却被眼前的

“画面”惊住了：两大捆紧紧缠绕的电缆仿佛
巨蟒一般盘卧在里面，大家一时不知所措。

一旁的老黎拿来一根棍子，扒拉了一
下，中间出现一根大黑管子，他说：“这些

都是信号线，中间是给水管，并不是我们要
找的，但是可以记下来，我们再去别处找找
看吧。”接着，他们分头行动，在附近找到
最后那根电缆的信息。

工作终于完成，大家有说有笑地往回
走。突然老黎叫了出来：“糟了，忘记让项
目部留饭了。”“哪能让您饿肚子！走，我们
请客，下馆子去。”团队中的其他小伙子们
回应道。

■ 韩国卿 闻晓东

我在现场

11月9日，北沿江高铁5
标段崇启公铁长江大桥施工
现场，建设者们正在加紧拌
和站等临建设施以及办公和
生活驻地建设，力争年内实
现临建建成和钻机开钻的目
标。

崇启公铁长江大桥是北

沿江高铁的从启东到崇明的
关键工程，大桥采用 2 线高
铁+2 线城际+6 车道公路的
公铁合建桥梁方案，主桥是
世界最大跨度双塔双索面无
砟轨道公铁两用钢桁结合梁
斜拉桥。

崔永兴 摄影报道

崇启大桥工地临建忙

配电柜的创效秘密
■ 赵静

对于施工项目来讲，配电柜是必备设备，以综
合性工程卢华项目为例，需要50台左右的配电
柜。按照惯例，一般由项目部自行采购，配电柜采
购成本根据配置不同，价格也会不同，平均每台需
要1万元左右。

“由于每个项目部购置的型号都不相同，这个项
目结束后，下个项目就很难使用，造成了设备浪费，
非常可惜。所以，我们从前两年开始摸索自己制作配
电柜。”一公司机械管理事业部负责人袁兵说。

配电柜的制作既是一个技术实现的过程，也是
一个经济管控的过程。袁兵着手收集了近十年来各
项目配电柜的图纸和照片，分析不同配置的优缺点
以及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虚心请教公司电力专家，
邀请现场有经验的机电管理人员进行细致评审，将
各方意见和改进想法融入到配电柜设计中。

有了图纸，紧随而来的两大难题摆在了袁兵面
前。一个是配置方案，采购符合安全技术规范的配
电柜元件并不难，难的是找到性价比最高的。事业
部附近的各个机电市场，都留下了他询价、采样、
比选的足迹。另外，对于原本主要从事机械设备维
修的车间工人们来讲，动手新制配电柜还是头一
次，大家心里都没底。

看出了大家的顾虑，袁兵鼓励大家：“大胆
干！我们不但要有制作的勇气，还要有必胜的信
心。”听到这话，大家算是吃了颗定心丸。配电柜
的元件购入后，袁兵组织对配电柜制作进行技术交
底，与工人师傅们一起讨论，共同商定制作流
程。然而，真正动起手来，依然有诸多困难。

袁兵和他的团队成员一个元件一个元件地积累
测量数据，一处一处地修改安装工序和布局。最终，
第一台新制配电柜在不断探索和改进中试制成功。

恰在此时，蒲烟高速项目传来迫切需求配电柜
的消息，袁兵立即邀请机电专家对新制配电柜进行
评审，并根据专家意见及时修改和完善后，正式开
始了批量生产。

袁兵没有停止创效的步伐，又从安装过程中的
原材料精算入手，力争实现最低加工损耗。

针对铜排下料，袁兵通过CAD模拟，以一根
6米的定尺，精确测算出各规格铜排的剪切组合及
排序，计算出最经济的长度和弯折位置，几乎没有
余料。

针对螺栓领用，袁兵在详细统计一台配电柜各
规格螺栓用量的基础上，通过批量采购降低螺栓单
价、定额发料控制使用损耗（损耗率1%以内），
降低制作成本。

目前，已有100多台新制配电柜陆续在蒲烟、
沈白、安阳、兰封、宝天、栾卢等项目投入使用。
各项目反响良好，其制作成本也远远低于购置价
格。首批出厂的配电柜已实现回收周转，据统计，
超过90%的配电柜可以实现再利用。

防护员魏栋在作业现场防护员魏栋在作业现场 卢方丽卢方丽 摄摄

宜来高速凉水井1号桥
T梁架设完成

本报恩施讯（通讯员 汪明 张震林） 11
月14日，宜来高速凉水井1号桥最后一片T
梁乘坐运梁车从梁场出发，经过燕湾大桥，抵
达指定位置，随后在架桥机的轰鸣声中，被安
全平稳架设到位，标志着凉水井1号桥T梁全
部架设完成。后期将全面进入防撞护栏、横隔
板、湿接缝等桥面系施工阶段。

凉水井1号桥位于湖北省恩施州鹤峰县燕
子镇唐家铺村，为跨唐家铺村山间斜坡沟谷而
建，施工条件困难、安全风险较大。中铁大桥
局宜来高速项目部科学组织、系统安排，施行
安全、质量、技术等全过程监督，切实保障凉
水井1号桥各项施工工序优质高效进行。

宜来高速是湖北省公路水运交通运输“十
三五”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起
于宜昌宜都市，止于恩施州来凤县，全长约
180公里，分为宜昌段、鹤峰东段、宣鹤段建
设。项目建成后，鹤峰至恩施、宜昌、张家界
行车时间将缩短至1.5小时，形成一个以鹤峰
为中心的1.5小时城市圈，对加快“鄂西生态
文化旅游圈”建设、促进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
社会发展实验区建设、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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