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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住总第三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海松

中午12点45分，职工餐厅内，
他边吃饭边打着电话：“老婆，我
还有一个会要开， 你一人带孩子
瞧病去吧， 替我跟闺女道个歉。”
一个寂静的夜晚， 钟表上的时针
和分针早已滑过数字 “12”，他办
公室的灯依旧亮着， 他正低头忙
着工作。突然，他拿起手机，给爱
人发了一个信息：“老婆， 你带老
爸去做化疗吧， 我没时间陪着去
了，多安慰他老人家。”

他是北京住总第三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百子湾工程
项目负责人、 新机场工程项目负
责人； 他是一名合格党员、 一名
优秀员工； 他是2018年首都劳动
奖章获得者； 但他自觉不是一名
称职的父亲、 丈夫和儿子。 他马
不停蹄 ， 用艰辛付出 ， 践行着
“每天向前一小步， 成就企业大
梦想” 的誓言， 这是他写在党员
先锋岗桌牌上的承诺。 他， 就是
张海松。

试水装配式住宅工程
打造观摩典范

2013年， 张海松负责施工的
回龙观金域华府2号楼工程， 是
北京市装配式住宅试点工程， 整
体预制率达65%， 也是北京地区
唯一一座80米檐高 、 抗震设防
烈 度 为 8度 的 全 装配建造住宅
楼， 是当时装配式住宅建设的新
高度。

面对大量的新工艺 、 新技
术， 他带领团队潜心研究、 深入
探索， 先后完成了8吨大重量混
凝土预制构件吊装、 预制构件快
速精准定位、 工业化立体穿插及
装配式施工质量控制等关键方
案， 为国内住宅产业化施工积累
了丰富经验。 他研发的钢筋定位
钢板还获得国家专利。

由于装配式施工和精细化管
理， 施工现场的水、 电、 木材等
综合节约达50%， 垃圾产生率降
低80%， 真正实现了 “四节一环
保”。 项目管理及实体质量得到

充分肯定， 获得全国AAA级安全
文明标准化工地和北京市结构长
城杯金杯。

装配式成果形成体系化
参与国标编制

住总三公司自2011年开始进
军装配式施工领域以来， 装配式
建筑施工面积已达106万平方米，
装配式工程竣工60万平方米，在
施装配式工程 30万平方米 。住
总三公司拥有装配式专业管理机
构、 多支装配式施工管理团队
和劳务作业队伍 ， 具有同时承
接40万平方米以上的装配式施工
能力。

张海松带领团队总结形成了
成套装配式住宅工程深化设计体
系； 研发了成套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配套机具； 建立了成套完整
的企业技术标准和管理体系；直

接参与了中国标准设计院有关装
配式建筑国家标准的编制； 完成
了 《装配式建筑建造技能培训系
列教材》的编写，内容涵盖《基础
知识》《施工管理》《构件安装》《构
件生产》，2017年12月已经由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助力绿色智慧雄安建设
他随时准备着

为助力绿色智慧雄安新区建
设， 推广装配式建筑应用， 今年
4月18日至20日， 住总集团携所
属的住总三公司 、 工程总承包
部、 北京住宅院、 科技公司、 科
贸公司集体亮相2018首届雄安装
配式建筑展， 展示了最新产品及
核心技术。 这是雄安新区成立以
来的首个大型展会。

“请问住总三公司今后在装
配式施工方面有何打算？” 面对

多方记者提问， 张海松胸有成竹
地表示：“住宅产业化是未来住宅
建设发展的必由之路， 是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将紧紧抓
住国家住宅产业化发展机遇，以
打造装配式建筑工程总承包商为
目标， 努力成为住总集团装配式
建筑研发、设计、施工、构件生产
EPC（开发设计施工生产总承包）
一体化核心优势的重要一环。 ”

同时， 他也说出了公司未来
的打算。 公司将积极参与 “十三
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基于
BIM和物联网的装配式建筑建造
过程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的研
发与实施。注重对人才的培养，打
造优质管理团队， 培育一批专业
技术能力强的装配式建筑工人。
继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持续对
产业化关键施工技术钻研改良，
保持企业在住宅产业化领域的技
术优势。发挥企业优势，建立战略
合作，推动EPC模式良性发展。

目前， 公司参与了市住建委
《关于加强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
程设计施工一体化建设管理的通
知》 等文件的编制及修改， 推进
了EPC一体化施工管理模式发
展， 为助力雄安新区建设和实现
公司装配式建筑工程总承包商战
略目标而努力。

每天向前一小步
践诺之心依旧

在同事眼里， 张海松是一位
模范党员 ， 关键时期 、 关键节
点、 关键事件都能看到他在一线
的身影。

2016年7月20日夜里 ， 暴雨
下个不停。 张海松带领抢险队巡
查到百子湾工程施工现场南侧
时， 因井盖被树叶堵塞， 导致排
水不畅， 雨水涨势凶猛。 如果不
及时排出， 就会冲灌进17米深的
基坑内。 基坑正在挖土， 不仅会
影响施工， 更会影响基坑安全。
“我来！” 他果断出手， 在水中摸
索着把井盖打开， 把水排出去，
化解了险情。

在同事眼里， 张海松又是一
位效率型领导， 做事效率高， 对
既定目标从不打折扣。 他始终以
打造 “务实 、 创新 、 精细 、 阳
光” 型团队为目标， 构思、 策划
整体的团队建设。 他带领的青年
突击队被授予北京市优秀青年突
击队、 北京市青年安全生产示范
岗。 他个人也被授予北京市青年
岗位能手。

如今， 他正忙于不同角色转
换： 公司市场开拓、 已竣工程内
外部结算、 在施工程生产经营组
织协调、 新开工程前期策划和后
期施工安排、 作为住建部装配式
专家授课等。 他一如既往地带领
团队一次次刷新记录……

在张海松的心里， 他是住总
铁军的一员， 就应该用实际行动
践行 “每天向前一小步 成就企
业大梦想” 承诺， 为住总的高质
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张思然是大兴区长子营镇残
联的工作人员。 13岁时， 她的妈
妈患上心脏病； 15岁时， 妈妈又
得了脑血栓； 19岁， 爸爸突发脑
梗塞。 天有不测风云， 一次又一
次的打击出现在张思然的生活
中。 但是屡次遭受挫折的她并没
有被困难打倒， 她说： “在别人
看来， 我家始终是厄运不断。 但
在我看来， 有爸爸妈妈陪在身边
就是最好的幸福。”

2008年的一天， 张思然的妈
妈突发心脏病住了院， 这场病花
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为了不让
张思然担心， 爸爸并没告诉她家
里的经济状况。 没想到， 两年之
后， 妈妈又得了脑血栓， 这对本

就不富裕的家庭来说， 更是雪上
加霜。 那时， 张思然看着爸爸去
亲戚邻居家到处借钱。她想：要不
退学算了，可以帮爸爸做做饭、洗
洗衣服。 爸爸就不用一边照顾妈
妈，一边还要操心自己。

爸爸知道了张思然的心思，
说： “闺女， 爸妈后半辈子还指
望你挣钱养活呢， 你连书都不念
了， 以后拿什么本事养活我们。
你放心， 爸还能有办法给你妈看
病。” 短短的几句话让张思然泪
如雨下， 五味杂陈。

后来， 村委会组织了募捐活
动， 好多街坊四邻捐了款。 “我
知道， 捐款的邻居里有的家里也
不富裕， 有的家中也有病人， 爸
爸告诉我 ‘这些都是情呀， 咱将
来可千万要记着报答呀’。” 张思
然默默记下了爸爸的话。

为了尽快还上妈妈治病借的

钱 ， 张思然的爸爸努力下地干
活。 4年过去了， 张思然也参加
了工作 。 眼看家里情况慢慢好
转， 但不幸又发生了。 “我刚工
作不到半年， 爸爸突发脑梗塞摔
倒在地里， 送到医院时已经不醒
人事。 医生说必须马上做开颅手
术， 否则生命不保， 但即使抢救
过来也极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
张思然觉得天都要塌了。 但还没
容得悲伤， 事情就一股脑儿向她
涌来。

6万元的手术费要怎么筹 ？
筹来了钱又要怎么还？ 爸爸要是
真成了植物人怎么办？ “小时候
爸爸妈妈是我的依靠， 现在我是
他们的依靠， 我得坚强。” 张思
然对自己说。 在亲戚的帮助和村
委会组织的募捐后， 张思然凑齐
了手术费。 手术后， 爸爸不仅活
过来 ， 还清醒了 。 “爸爸醒来

后， 口齿不清地对我说还指望我
闺女享福呢。 那一刻， 我觉得我
真的长大了， 能撑起家里的担子
了。” 张思然回忆道。

爸爸病后要复健、 妈妈身体
又不好， 张思然就辞去了工作在
家照顾父母。 “小的时候，爸爸妈
妈怕我吃苦什么都舍不得让我
干 。 现在是我回报他们的时候
了。 ”后来，镇里了解到张思然的
情况，在镇残联给她安排了工作。

“遇到了事儿， 才发现世界
上有这么多可爱的人。 虽然我家
经历了这么多难事儿， 但我感觉
自己依然是被爱包围着的， 我有
什么理由不坚强起来呢？” 忙完
工作， 下班后的张思然就会做家
务 、 帮助爸爸复健 、 带妈妈运
动。 在她的努力下， 妈妈身体越
来越棒， 爸爸也已经可以下地走
动， 家中又恢复了生机。

□本报记者 盛丽

张思然：用爱撑起家庭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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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向前一小步 成就企业大梦想

张思然 （左） 照顾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