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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二局一公司张北县易地扶贫搬迁万人社区项目经理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周莹 梁黔蓉/摄

中铁十六局总承包部二工区总工程师

□本报记者 马超

入职9年， 多少个国庆是在项目工
地度过， 刘波自己也记不清。 “最亏
欠的是父母、 爱人和孩子。” 工地在哪
儿， 哪儿就是他的家。 因为工地总是
辗转， 也耽误了孩子幼儿园入学。 如
今儿子已经4岁了， 他能看孩子的时间
通常都是深夜 ， 第二天孩子还没醒 ，
他已经又赶赴工地了。 他就是中建二
局一公司张北县易地扶贫搬迁万人社
区项目的项目经理刘波。

一想到张北， 人们脑海里通常浮
现的是广阔的草原美景， 明媚的塞上
风光。 没到张北前， 刘波也是这样想
的。 2018年5月28日， 这个戴着眼镜，
看着斯文秀气的85后东北小伙第一次
来到地处内蒙古高原南缘、 平均海拔
1500米的张北县油篓沟乡， 就被眼前
的景象震撼了———这里偏僻得方圆三
公里都是荒野， 尽管已临近夏季， 大
风还是呼呼地吹。 没时间感叹环境的
恶劣， 因为这个建筑面积近23万平方
米的国家重点扶贫项目， 给他的工期
仅为17个月。

无资金、 无住宿、 无人员， 这样
的 “三无” 状态是刘波到张北遇到的
第一个困难。 他自己身兼数职， 一边
忙临建， 一边跑甲方和设计院， 一边
还带着仅有的几个人规划、 测量、 放
线， 就连办公区的围挡都跟着工人一

起动手安装。 “超人” 一样的执行力
让这个项目在20天里， 完成了临建的
建设———办公区、 职工食堂、 职工宿
舍一应俱全， 现场施工也拉开了序幕。

今年7月， 张北县连降暴雨， 雨水
填满了基坑， 情况一度告急。 刘波召
集管理人员紧急开会， 制订了多种应
急预案。 仅用几个小时， 14台水泵、 2
台小型挖机、 2台发电机和1000多个编
织袋送到了现场应急。 为防止情况恶
化， 他和项目职工顶着暴雨建起挡水
坎、 蓄水池。 待情况得到控制， 他们
的嘴唇都冻得发紫了。 为了保证施工
正常运转， 来不及更换衣服， 他又赶
去联系商砼站， 调整砼配合比， 安排
做出多种防雨措施。

“我们将秉承中建铁军精神， 全

力建设美丽张北 ， 保质保量完成任
务 ， 打好扶贫攻坚战！” 在张北万人
社区项目举办的党建活动上 ， 刘波
高亢嘹亮的口号迎来了热烈的掌声 。
对他来说 ， 身上肩负的是即将搬进
万 人社区的2566户住户的殷切希望 ，
这个项目也关系到张北能否如期实现
脱贫攻坚目标 ， 关系到中建品牌能
否像 “敦煌奇迹” 一样在坝上草原上
打响 。 除了保质保量的完成施工任
务 ， 刘波还积极组织项目开展扶贫活
动， 6月27日， 公司在张北一中开展了
“悦读慧” 校企共读助学活动， 刘波和
公司领导一起为小高等多名考上重点
大学的学子送上了爱心助学金和阅读
书籍。

“感谢刘叔叔和他的团队， 我们

这个社区建成肯定是张北最好的社区，
听说里面还要建小学， 这在张北可是
头一家， 以后弟弟上学就不愁了！” 今
年参加高考并取得优异成绩的小高兴
奋地说。

就是这样的干劲， 让刘波和他带
领的这个团队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完成
了临建和27栋楼同时开工， 其中5栋15
层的住宅楼已经结构封顶。 9月12日，
随着最后一块混凝土浇筑完毕， 张北
易地搬迁万人社区项目第5、 13、 14、
19、 27号楼成功封顶。 经过一百个日
夜艰苦奋战， 张北县EPC万人搬迁精
准扶贫初战告捷， 为即将到来的第69
个国庆节献上了一份厚礼。

今年国庆期间， 刘波又将在工地
度过。

国庆接着奋战只为2566户贫困户

在新机场北线高速公路施工现场，
中铁十六局总承包部二工区总工程师
党东是出了名的敢啃硬骨头的“拼命三
郎”。 该项目工期短，任务重，标准化要
求高，每推进一步都是重大突破。 尽管
是项目技术负责人， 但党东总是从工
期、质量、安全等方面综合考虑，全盘规
划，全力确保项目总目标的完成。

跨首都南北放射线京开高速施工
是十六局管段施工的重难点工程， 管
段内共9次上跨京开高速公路施工， 其
中一期工程6次， 二期工程3次。 一期
施工完成后， 二期施工时还要进行封
路手续办理、 交通导改等工作。 为了
加快施工进度， 作为项目总工程师的
党东 ， 深感责任重大 。 他主动作为 ，
仔细研究图纸， 拿出可行性方案， 多
次与局指挥部、 项目公司、 设计进行
反复沟通， 重新进行钢梁分段， 降低
交通导改难度， 有理有据地阐明两期
并一期施工的好处。 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 从设计院出图、 强审、 图纸下
发， 到将两期跨高速施工合并为一期，
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就完成了方案
优化。 期间， 党东一刻也不敢放松自
己， 即使晚上躺在床上， 也是满脑子
的图纸、 工期， 一有新思路， 就马上
起来落到纸上， 开会讨论， 咨询设计，
形成可行性方案， 在他的带领下， 实

现了将原设计的一联钢箱梁分为七段
拼接变更为六段拼接。 目前跨京开高
速一期、 二期桥梁工程已经开始同步
施工， 为项目节约500余万元二次跨路
导行费用。

由于新机场北线高速公路中段工
程施工体量大、 工期紧， 要实现按期
通车目标 ， 必须加大人员设备投入 ，
但是加大投入就意味着效益的缩减 。
在施工过程中， 需要定制40余套墩身
和盖梁定型钢模板， 但每套钢模至少
十几万元， 成本巨大。 为减少模板加
工制造方面的投入， 党东仔细研究比
对， 找出各种型号模板的共同点， 通
过将部分模板共用， 增加模板调节段、
统一坡比及化整为零等办法， 在不影
响施工进度和质量的前提下， 硬把墩
身、 盖梁模板缩减了8套， 预计节约施
工成本100万元。

现场迁改过程中， 京开跨高速中
央分隔带里 ， 有联通 、 电信 、 歌华 、
移动等通讯公司的通讯电缆， 其中更
有国务院军事专用光缆， 迁改会涉及
多方政府部门， 而且一旦军缆破损将
不可挽回， 最后确定采用人工配合最
原始的撬铲进行迁改。 此项迁改难度
极大， 时间异常紧张， 施工过程中封
路时间仅从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 ，
仅七个小时。 为确保万无一失， 党东

每天晚上比对优化迁改方案， 白天蹲
守现场盯控， 从进中央分隔带开始摆
路锥， 再到施工， 再到回收完路锥退
场， 各工序衔接紧张有序， 轮流吃饭，
不间断施工。 下午退场后， 大家都回
项目部休息了， 他还继续规划第二天
需要用的钢筋加工、 混凝土运输等工
作。 通过大家的努力， 原计划十天完
成的工作量， 大家一周就完工了。

新机场北线是交通部打造品质工
程的试点项目。 作为项目总工， 党东
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这一重任。 他积
极创新 ， 引进新工艺 ， 采用新方法 ，
组织技术人员开会研讨 ， 反复试验 ，
将预制梁端头台座设计为活动台座 ，
解决了预制梁张拉时端头混凝土压裂
问题。 为降低京开高速公路中央分隔
带桩基施工风险， 他多次与设计院进
行沟通， 增加桩顶永久钢护筒； 在墩

柱钢筋绑扎及模板安装中， 他们采用
限位器进行钢筋定位， 不仅实现了主
筋间距丝毫不差， 还有效保护了钢筋
保护层厚度 ； 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 ，
他们将附着式振捣器与传统振捣棒配
合使用 ， 并且改进混凝土养护工艺 ，
在墩柱上方安装水箱， 进行滴灌式养
护， 再加上塑料薄膜保湿保温， 全力
保证墩柱内实外美； 为确保高空作业
安全， 他们搭设了盘扣式钢管脚手架，
设置了防滑式安全爬梯……上场以来，
党东带领大家攻坚克难， 扫除施工障
碍， 开展了十多项微创新， 这些小发
明小创造不仅保证了工程质量， 而且
加快了施工进度 ， 确保了施工安全 ，
为打造 “品质工程” 奠定了基础。

面对即将到来的国庆节， 党东表
示将坚守一线， 现在的各种付出就是
为了打造百年工程， 保证品质。

为了新机场付出再多也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