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褚金栋

硬汉在施工现场的三次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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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文 周世杰/摄

北京建工集团城市副中心A2工程中区区域经理

“A2工程马上将进入二次结构及
抹灰施工， 一场新的战役马上就要开
始了 ， 我们要抓紧时间进入临战状
态。” 北京建工集团城市副中心A2工
程中区区域经理褚金栋说。

褚金栋今年29岁， 刚到北京城市
副中心A2项目时褚金栋的职务是混凝
土工长。 “最初确实觉得有点亏， 不
过证明自己的能力不是靠嘴说的， 而
是要靠行动。” 褚金栋当时负责东区、
西区、 中区三个区域的混凝土供应和
施工。

曾和他一起工作的木工工长曾连
军告诉记者， 褚金栋成宿地扎在现场
负责混凝土浇筑， 每次验收质量都很
不错。 那段时间， 他每天只睡几个小
时， 却依然生龙活虎， 这些项目领导
们都看在眼中。

果然， 一次项目调整人员， 褚金
栋因为业绩出色被安排到中区负责区
域管理。 那时同事看施工进度如何根
本不用去现场， 只要早上看褚金栋吃
饭的表情就能得出结论。

“如果他早上早点吃得特别多 ，

那这几天施工进度准没问题， 一旦他
端着饭盆半天吃不完， 那肯定是施工
又遇到了新的问题 。” 褚金栋的同事
说。 正因为褚金栋每天泡在现场， 对
施工进度一清二楚， 所有施工组织也
在他头脑中飞速转动， 出了问题他才
会吃不下睡不好。

同事眼中， 老实的褚金栋工作虽
然有些硬汉味道， 却也有柔情的一面。
从来到施工现场至今他三次落泪， 第
一次是2016年11月中旬， 工程进入结
构攻坚期， 那时他两岁半的女儿却患
上肺炎。

一天， 同事看见褚金栋坐在食堂
角落和生病的女儿视频聊天。 视频刚
结束 ， 褚金栋的泪水就涌了出来 。
“女儿是我的软肋， 孩子病了只能让老
人照顾， 那段时间自己基本不能回去，
看着女儿难受的样子， 我心里特别不
是滋味。” 褚金栋说。

第二次落泪是去年平安夜项目部
组织一个小型演出。 为缓解紧张的工
作状态 ， 也为描述家人的默默奉献 ，
项目副书记王东彪改编了一首歌 《当

你的秀发拂过我的肩膀》， 并将它送给
褚金栋时 ， 褚金栋感动得热泪盈眶 。
“领导的歌词都是我们工作的缩影， 当
时感触颇深。” 褚金栋说。

第三次落泪是2016年底1#楼结构
封顶时 ， 项目部主要成员在楼顶共
同 见证封顶时刻 ， 等大家纷纷下楼
后， 褚金栋却一屁股坐在楼顶上落了
眼泪。 “项目主楼封顶才是整个项目
真正意义封顶， 这段时间的会战对我
而言压力不小， 但也是一次蜕变。” 褚
金栋说。

虽然几次落泪， 可褚金栋做好工

程的信心从未动摇。 目前工程结构施
工已经完成， 但是后续的配套工作依
然不轻松。

在会战的日子里， 每天两三点钟
睡觉， 褚金栋的生物钟已经习惯， 现
在晚上十二点躺在床上， 褚金栋都很
难入睡， 和他一样， 几乎所有项目部
人员都有了这个习惯。

如今褚金栋度过了那段最难忘的
日子， 回头看看， 褚金栋要感谢自己
的团队。 “我们团队有7个人， 大家都
很拼命， 没有大家的帮忙， 没办法做
到现在。” 褚金栋说。

□本报记者 白莹

一砖一瓦 也有我一份功劳
北京城建集团城市副中心A1工程技工

徐乃应

深深地弯下腰拿起一块加气砖 ，
放在抹好的底灰上， 用抹泥刀在砖上
使劲一敲， 发出一声脆响， 一块砖就
砌好了。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劳动竞赛
现场， 拥有二十几年瓦工经验的北京
城建集团城市副中心A1工程技工徐乃
应快速、 熟练的操作， 让在场的工人
们佩服不已， 纷纷鼓掌叫好。

4月22日早上5点， 天刚露出鱼肚
白， 徐乃应就赶紧起床， 洗漱完毕后，
匆匆忙忙地吃口早饭 ， 就赶往工地 。
因为他知道， 每天早上队长、 组长都
要安排施工任务， 第一时间接收到信
息， 就意味着可以第一时间投入一天
的工作中。 早上6点， 当所有的工人刚
赶到工地时， 徐乃应已经在紧张的忙
碌着了。

目前， A1工地正在如火如荼地开
展二次结构施工。 在徐乃应的手机里，
有一个电子版施工现场图纸 。 每天 ，
他都会打开这个图纸， 比对施工现场
情况， 然后放线、 定位， 仔细确定砌
筑的位置， “这个一点都不能错， 不

然当砖砌完了， 发现位置错了， 返工
就非常麻烦。”

按照要求， 每个人每天要砌砖3立
方 ， 平均75块砖 。 但是 ， 一天下来 ，
徐乃应平均可以砌砖120块， 比别人多
干一半。

徐乃应， 今年46年， 自从十七岁
开始就一直从事建筑工作。 二十几年
下来， 瓦工、 木工、 钢筋工、 抹灰工
……他操作起来都是驾轻就熟， 游刃
有余。

“建筑上的工种 ， 没有我不会
的。” 说起这个， 徐乃应满脸自豪。 其
中， 最拿手的技能当属瓦工。 在工地
上只要老徐说第二， 没有人敢称第一。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工期紧、 任
务重、 要求严， 为了高质量地推进北
京城市副中心建设， 徐乃应每天都忙
碌着， 忙的时候， 他很少有时间照顾
家里。 孙女出生快三个月了， 虽然儿
子儿媳也在北京， 但是他除了孙女出
生的时候去看过一次之外， 再也没时
间去看望过。

“妞妞 ， 长胖点了 ， 爷爷想你 ，
你想没想爷爷啊？” 特别想念孙女时，
徐乃应只能通过手机和儿子视频， 在
镜头里看一眼孙女。

看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工程日新月
异的变化， 从一张宏伟蓝图变为一座
座高楼， 徐乃应很自豪： “一砖一瓦，

一梁一柱， 也有我的一份功劳。”
目前， A1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开

展零星结构收尾、 二次结构砌筑、 地
下室机电设备安装等工作。 A1工程劳
动竞赛正热火朝天地进行， 3200名参
施者以饱满的工作热情， 为高质量的
施工生产争分夺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