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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西安丝路国际会议中心项目总工程师龚可
近日，随着西部最大会展综

合体建设迎来里程碑节点——
西安丝路国际会议中心幕墙工
程完美亮相、承担此项省市重
点工程项目的中建八局西北公
司职工又一次创造了“建筑奇
观”和新的“西安速度”。而作
为西安丝路国际会议中心项目
总工程师，龚可和他的团队正是
创造新的“西安速度”的技术质
量“把脉人”。

据了解，西安丝路国际会议
中心总建筑面积 20.7万平方米，
其中弧形幕墙面积约 20万平方
米，不仅造型复杂，重达 6000吨
的幕墙钢吊柱与主墙钢结构同
步穿插施工并主体受力，独特的
悬挂结构创造了绝美的张力空
间体验。通过优化施工方案、一
体化施工、技术改造，最终提前

保质保量完成了幕墙的制作和
吊装任务。

在又一次刷新“西安速度”
的背后却是龚可他们的超常付
出和“智慧奉献”。4月 4日上午
10时左右，记者见到龚可时，他
正在落实该中心地上三层钢架
隔墙施工变更交底工作。面容
消瘦、1.86米高的他在人群中格
外显眼。他一边双手比划着、语
速极快地给施工人员交待着技
术要领和质量要求，一边接打手
机，协调联系相关方面的人员、
设备，现场的气氛显得十分紧
张。记者看到，这段隔墙高 16
米、长 12米、厚 0.3米，施工时与
设计有出入，发生墙体与地面机
电管线相碰撞问题。这是突发
事件，时间紧、技术要求、施工难
度大，怎么变更、移动多少等等

有关技术质量问题都得龚可现
场拍板定夺。

除了现场解决技术质量问
题，今年34岁的年轻总工程师龚
可还负责施工组织、工程图纸设
计、施工方案实施、进行技术交
底等工作，涉及技术质量的各类
大小问题也得他组织人员“把脉
诊断”“除疴去病”。他的工作有
多忙、任务多么艰巨是可以想象
的。项目经理杨玺文说：“在这
个项目，我是最忙的，下来就是
我们的龚总工程师，而我动嘴
多、他跑路多，我务虚多、他务实
多！”记者观察到，龚可的办公室
离工地不超过 500米，自项目开
工以来，他节假日都不敢离开工
地，每天楼上楼下、办公室工地
来回跑。“每天走路超过 2万步、
接打电话 300多个，每个月跑坏

3双工鞋。”这是龚可用日夜的坚
守交上的一份辛劳的“成绩单”。

与这个“成绩单”成正比的
是另一个成绩单：项目进场后，
经他的科学策划，精心部署，在
10天内完成30余项施工方案；在
桩基施工阶段，采用优化桩基的
打桩顺序，增加覆土厚度及护筒
长度，以及采用新型化学水泥等
一系列技术措施，解决现场桩基
成孔难的问题，30天完成了以往
需要 60天完成的 1713根灌注桩
施工；在土方施工阶段，优化土
方的开挖顺序及场内倒运，既解
决治污减霾土方外倒的难题、还
节省土方外运时间，提前16天完
成了 41万方土的开挖、倒运；在
超高混凝土独立柱施工期间，针
对钢构隔震支座标高、平整度、
位置要求极高的技术规范，优化

柱头钢筋排布保证抗剪键安装
质量，确保了总体施工质量完全
满足设计规范要求，还形成控制
独立柱垂直度专利 2项，控制预
埋板平整度专利1项……

“奇迹是由一点一滴的技术
创新累积起来的。”截至记者发
稿时，龚可和他的团队立足施工
实际，坚持技术工艺创新，严把工
程技术质量关，先后完成了湿陷
性黄土层地基处理、砂砾层支护
结构，巨型钢框架结构隔震支座
等30余项技术攻关，解决了施工
中遇到的一系列技术质量难题，
主持完成省级工法 2项、专利申
报14项，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本报记者 阎瑞先

■职场精英■

“西安速度”的技术质量“把脉人”

中铁一局集团新运公司承担黔张常铁路 T
梁架设332孔，正线铺轨175.51单线公里，站线铺
轨22.76公里，铺道岔79组，铺砟51.2万方的铺架
施工任务。该项目部自 2018 年 4 月 1 日开始施
工，计划于2019年底管内铁路建设正式开通，是
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渝（重庆）长（长
沙）厦（厦门）主通道的一段。图为职工们正抓
紧施工。 □谭帅 刘顺良 摄

■工厂故事■

新丰镇机务段

鼓励职工积极锻炼健康工作

“干什么事都不能轻易服
输，必须体现出自己的价值来!”
4月 5日，兴平市永兴化工特气
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技术总监
费芬芬谈起自己和公司一起成
长的坎坷，豪爽地挥挥手……45
岁的她处处透露着干练和泼辣。

费芬芬 1996年进入陕西兴
化集团劳动服务公司多经部，从
事兴化化工、农副产品的销售工
作，当年她一个人的业绩就顶许
多人的总和。从兴平到汉中，从
庆阳到平凉……每跑一处总能
开发新的业绩增长点，不仅得到
单位领导的高度评价，也成为当
之无愧的销售明星。

在 2000年国有企业改制大
潮中，她所在的多经部被撤销，

同事们被单位分流至车间、库
管、门卫等岗位，而她则被分流
到单位的自行车棚……

“看车棚，那绝不是我的性格”

“看自行车棚？那绝不是我
的性格，也无法体现我的价值！”
回忆往日，费芬芬坚定地说。

作为会计专业毕业的费芬
芬，当年没有去自行车棚上
班，而是选择了下岗失业“自
谋出路”，兼了四五家公司的会
计工作。 依照自己几年的市场
销售经验，她留意到当时许多
化工类企业都不具备自有危化
车辆，然而生产需要的化工原
料、液体、气体则又是“随时
需求、紧急供应”。

“这里存在商机！”费芬芬如
此想，只要能储存化工产品和气

体、24小时保证供应，自备危化
特种车辆按对方需求时间送货
上门，就能赚到利润。

于是，她眼前一亮，找来几
位昔日工友，并拿出自己所有的
积蓄3000元钱，又和大伙一起向
亲朋好友借了 2000元买了 10个
气体钢瓶，干起了化工产品、气
体供应。

大家都劝她“别折腾了”

“起初最艰难，自己去充气、
自己跑销售，销售量大还要外调
车辆自己押运、24小时协调给客
户送货。”费芬芬说，有时几天几
夜都没法休息。

那段时间，父母、同学都让
她别“胡折腾了”。

为了在化工行业拥有更大
的优势，费芬芬利用业余时间努

力恶补化工产品知识，自己学
配试剂、学化验……并成为公
司的技术大拿。在她的推动
下，渐渐地，很多大中型单位都
用上了她供应的液氨、液氮和
化工产品。

靠着赚点利润就继续投入
发展的模式，一年后公司有了自
己的液氨充装站；两年后买了第
一辆二手危运罐车，该公司业务
也逐渐拓展到陕化、渭化、焦化
等大型化工企业；再后来，公司
拥有自己的危运公司，特种危运
车辆20多台，随着运输车辆的规
模扩大，业务不仅覆盖全省，还
逐步辐射至宁夏、湖北、山西、甘
肃等地，年销售量达到3万多吨。

“他人觉得很难，我觉得是机会”

这几年化工原料上涨、实

体经济下滑厉害，其他同行开
始收手。费芬芬却认为，液氨
可以生产氨水和化学试剂，废
硫酸、废磷酸可以资源再生利
用，利用废酸中的有用成分回
收生产化肥基础原料，同时生
产不同规格的磷酸、硫酸、醋
酸、醋酸钠等化肥原料，生产
过程要用氨水，能形成相互利
用、相互促进的产业链。

如今，打磨多年的费芬芬
已成为咸阳市化工行业的专
家。面对记者采访，费芬芬坦
然地告诉记者，“人活着的价值
不仅是靠努力辛苦赚更多的
钱，而是要为社会就业、依法
纳税作出微薄的贡献，其余
都是身外之物，这些才能体
现我的人生价值，更承载着
我的梦想。”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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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金桥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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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至8日，由汉中市政府主办，汉中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公主
杯·汉中面皮”大赛在南郑区汉山广场举行。经过初赛
选拔的40家面皮店高手同台“过招”，最终来自略阳和勉
县的两家面皮店获得金奖。

□独萍 张敏 危军 摄

“对！你这办法确实巧妙！”
4月 4日上午 8时 30分，看着 8道
的列车正点开出，中国铁路西安
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车辆段运
用车间三场三班的“大件修”职
工杨鹏，双手合十向工长李心连
连致谢。

15分钟前，停在 8道的直通
列车马上就要开车，车间的值班
员王娟通过对讲机通知：“机后
41 位车辆缓解不到位，请西头

‘大件修’迅速处理！”
接到故障信息，李心立即组

织离 8道最近的作业小组到达 8
道，联对、插设防护信号，准备排
除隐患。

3分钟后，杨鹏一路小跑赶
到车辆故障位置，很快发现制动
缸活塞有100毫米还漏在外面怎
么也缩不回去，呈缓解不到位状
态，经过再次试风处理，确认故
障情况属实。

“这故障必须处理！”杨鹏迅
速上前关闭“截断塞门”，扯动

“拉风条”进行排风，但故障不能
消除，在调整“闸调器”后活塞仍
然不能完全缓解到位。

“8 道故障车处理咋样了？
车站通知5分钟后开车！”值班员
王娟不停地询问现场故障抢修
情况。

“快！快！看来需要卸掉制
动缸后盖上方的‘后堵’，排出压
力空气才行！”杨鹏越想越着急，
但在拆卸过程中，又发现“后堵”
是防盗型的，普通扳手根本无能
为力，配备的管子钳又因作业空
间狭小无用武之地。

“回工具室取专用扳手肯定
来不及，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杨鹏的心里像猫抓一样，狠不得
自己变成超人。

“快把扳手递给我！”这
时，李心火速赶到现场，只见

他拿起扳手，“突突突”几下就
拧松了制动缸后盖下方的连通
管法兰螺栓，制动缸活塞像乌
龟的头一样乖乖地缩回，慢慢
恢复到正常状态。

重新紧固好连通管法兰螺
栓，李心迅速爬出车外，马
上用对讲机联控值班员王娟：

“8 道故障处理完毕！两端防
护人员进行联对，可以撤除防
护信号！”

“不管是制动缸上方还是下
方，只要能排出空气，保证制动
缸活塞缩回就行！我这样处理，
虽然是‘旁门左道’，但故障是不
是排除了？遇到突发情况，有时
必须特殊对待，一定要动动脑
子，换条路子！”李心拍着杨鹏的
肩头笑着说。 □周道刚 杨鹏

“撤步，扣球，好球！”随着一
个精彩的扣球得分，比赛传来了
阵阵掌声，场面好不热闹。

4月4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
团有限公司新丰镇机务段工会
在活动中心举办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羽毛球比赛。这次比赛没
有种子选手，没有确定的对手。
来到场上参加比赛的都是临时

“凑起来”的队友，可以是正规的
男女组合的双打，也可以是男女
组合与男双的对决。只要你认
为自己和队友有足够的实力。

“我们打胜家，以我们的实
力肯定把他们打下去”，随着话
语未落，一组整装完毕的队友
来到场上参加比赛。在球场旁
边围上了许多观战的球迷，随
着一个精彩的扣球，一个绝妙
的吊杀，在人群中不时传来

“好球”的欢呼声。球赛一场场
进行着，没有常胜将军，只有

不服输的球友……打到最后，到
底谁是冠军成了一笔“糊涂账”，
每个参赛的人脸上都是汗水，但
是却写满了欢笑。

近年来，随着运输一线干部
职工工作量的增加，该段不少
职工忙于运输工作，锻炼少
了，不少人不同程度地患上了
颈椎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
性病。体检结果引起了段领导
的高度重视，从去年上半年开
始，在该段工会的引导与支持
下，成立了羽毛球协会，并建
起了羽毛球微信群，方便大家
联系和活动开展。为确保活动
开展，该协会制定了详细的章
程，提出了“积极锻练，健康工
作！”的响亮口号。

“来吧，锻炼身体，为健康工
作五十年而努力！”这不光是一个
口号，更成为了新丰镇机务段羽
毛球协会的实际行动。 □刘伟龙

近日，笔者朋友圈推送
的这条《阿西阿呷：彝族列
车长23载坚守大凉山》的新
闻让我思考很多，新闻讲述
了一座亘绵千里的大凉山、
一群祖祖辈辈居住的人与
一列时速 50 公里左右的慢
火车、一个叫阿西阿呷彝族
列车长构成了 23 年的列车
情 缘 ，被 媒 体 誉 为“ 索 玛
花”。阿西阿呷在17年不换
电话号码，真情为旅客服
务，诠释了一位列车长牢记
初心，用心坚守的故事。

其实，在我们身边，有
太多太多如同阿西阿呷一
样的人，用力所能及的平凡
坚守，诠释着厚重的家国情
怀，阐释着伟大的劳动精
神。阿西阿呷以自己的职
业担当，23年服务于大凉山
的枝枝杈杈，一列慢车、一
群渴望幸福的人，都和这列
平均时速 50 公里的火车联
系在了一起 。阿西阿呷列
车长和她的“小慢车”，承载
着广大贫困地区民众的出
行期望，唱着逢站即停的

“声声慢”，为大家带来了奔向富
裕、欢乐的“春天里”。

这份坚守，源于她不忘初心、

献身理想的坚定信念。其
实，年轻时我们每个人都有
过梦想，只是在忙碌喧嚣的
生活中，有人懈怠，有人努
力;有人淡忘，有人坚持。
不同的态度，就有不同的结
果。一年又一年在平凡岗
位上的坚守与坚持，就是她
在漫长岁月流年中用心服
务的点点滴滴，就是她在枯
燥乏味值乘、退勤中踩出的
一个个足迹，老百姓的口碑
证明了她的坚守，环绕在她
头顶“新时代铁路榜样”等
诸多荣誉也再次证明了坚
守的意义。

这份坚守，展示出爱岗
敬业、恪尽职守的拼搏精
神。阿西阿呷并不是遥不
可及、高不可攀的“英雄”，
她是千千万万个铁路事业
守望者中的一员。与身边
大多数普通人一样，阿西阿
呷一直在平凡的岗位上做
着平凡的事，她的伟大之处
就在于，她甘于平凡，默默坚
守。正是有千千万万个阿西
阿呷，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幸
福，用坚守印证了初心。

“凡有井水处，皆能歌
柳词。”相信有更多的阿西

阿呷，他们用平凡而又伟大的劳
动精神书写着新时代追梦人的精
神追求！ □郭永良23

“旁门左道”除隐患

用
平
凡
的
坚
守
阐
释
劳
动
精
神

本报讯（宋亚楠）为进一步弘扬劳模精神，积极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市掀起尊重劳模、学习劳
模、关爱劳模、争当劳模的浓厚氛围。4月 9日，华阴市
总工会组织劳模宣讲团赴华山客栈、城关药店举办劳模
事迹宣讲活动，200余人参加此次活动。

本次宣讲，由市级劳模王会军、林越红主讲。他们
先后来到华山客栈、城关药店，结合自身岗位工作实
际，声情并茂地讲述了他们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
任劳任怨的感人事迹，用朴实的语言、鲜活的事例，
为在场员工展示了什么是劳模风采，什么是伟大的劳
模精神，助推劳模精神在企业中、在职工中落地生
根。他们的事迹触动着在座的每一位观众，会场不时
响起热烈的掌声。

大家纷纷表示，要以劳动模范为榜样，充分发挥
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立足本职，爱岗敬业，拼搏
奉献，追求卓越，积极投身企业改革发展，用自己
的辛勤努力和聪明才智谱写出令人感动、令人振奋
的劳动者赞歌，为建设国际山水文化旅游名市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华阴市劳模宣讲团再进企业
聆听劳模故事 弘扬劳模精神

本报讯（吴虹）咸阳市公交集团在开展劳动竞赛
中，紧扣企业性质和特点，以“金牌驾驶员”选树活动为
抓手，引领劳动竞赛活动深入开展，有力促进了企业创
新发展。

咸阳市公交集团公司工会把“金牌驾驶员”作为公
交行业的“工匠”去打造，把“工匠精神”中蕴含的职业能
力、职业品质和敬业、精益、专注、创新品质移植到“金牌
驾驶员”选树当中，使“金牌驾驶员”成为该集团公司含
金量最高品牌。该公司工会印发了创建通知，对“金
牌驾驶员”选树做了明确规定。为了突出“金牌”
的含金量，要求必须连续在驾驶员工作岗位上工作
10年以上，无重大、一般安全有责事故；无重大服
务有责投诉；无行车违规违纪；单车收入名列前
茅、节能节气、爱岗敬业、爱惜车辆等。该活动从
2017 年实施以来，坚持标准过硬，树得起、叫得
响，在一线驾驶员中已经评选出“金牌驾驶员”近 20
名，大力进行表彰授牌，并从中推选出年度“最佳金牌驾
驶员”，向市劳动竞赛委员会和向上级工会组织推荐，争
取更高层次荣誉。

以“金牌驾驶员”选树推动劳动竞赛
咸阳市公交集团公司

连日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通信
段紧盯实现“两杜绝一减少”防洪目标，组织现场车
间开展全方位的防洪培训、应急演练，夯实防洪基
础，提升抗洪能力。图为该段安康无线通信车间与安
康工务段联合开展培训。 □蒋涛 黄力 摄

■一线传真■

新建的郑州至万州铁路途经河南、湖北、重庆三省
市，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客运专线 。中国中铁七局
集团三公司承担着该段3标颍河特大桥10公里桥梁下
构、4处连续梁、661片箱梁的制架及10公里无砟轨道施
工任务。截至4月7日，该公司负责的各项主体施工已
全部完成 □梁涛 董志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