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新时时代代新新作作为为新新篇篇章章

□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通讯员 赵泽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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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阳高照， 蓝天白云， 天安
门前， 百花争艳。 在红黄底色的
衬托下， 五彩缤纷、 娇艳欲滴的
“花朵” 在花坛中饱满绽放， 竞
相祝福着祖国。 夜幕微垂， 华灯
初上， 长安街边， 观者纷纷。 在
温暖灯光的映射下， 群芳依旧是
黑夜中最夺目的风景。 当市民欣
喜地走在天安门对面的广场上，
用镜头将带有 “祝福祖国” “中
国梦 ” 字样的国庆花坛定格之
时， 承担花坛吊装等工作的首钢
建设集团钢构分公司第一项目部
的职工们， 心里更是骄傲幸福得
像花儿一样。

十余年接力
准备工作亦是决战

2018年， 是首钢建设集团钢
构分公司承揽国庆天安门花坛项
目的第14个年头， 今年的天安门
花坛由1个直径30米、 高1.2米的
底盘， 1个直径4.2米、 高4.8米的
篮肚， 1个直径11.5米的篮盘和1
个高10.7米的篮芯组成， 总重量
接近125吨 。 为能够顺利运输 、
吊装好这个庞然大物， 为祖国献
礼， 首次接到此任务的第一项目
部职工们从审图、 编方案， 到确
定运输路线、 吊装绳索、 吊车型
号， 无不百里挑一、 细致入微。
其中， 花坛底盘分成单片桁架分
段运输安装， 篮肚分成2段2.4米
的管柱运输安装， 篮盘分成1个
直径5.3米的核心筒和6片桁架及
部分弦杆运输到现场进行组对，

篮芯分成三部分运输到现场进行
组对。 为了响应 “蓝天保卫战”
号召， 项目部将花坛的所有构件
从通州西集镇倒运至唐山乐亭海
港进行了修配改。

构件车到海港基地后， 职工
们马不停蹄地对底盘与篮盘用水
平仪进行了超平工作， 并全部更
换了700平钢格网与2000条预拼
装所用螺栓， 在10天内对所有构
件完成了组拼、制作、防腐、装车
工作。同时，项目部及安装队伍人
员还配合花木公司， 使用全站仪
将花坛的外围拓展平台分成了16
片花瓣图形。 “能在祖国首都天安
门广场， 用我们首钢人的双手立
起钢铁搭设的骨架， 是多么骄傲
和自豪啊。 ”第一项目部职工们表
示，第一次接到这样的任务，心中
激动的同时，也深感压力和责任。
项目部也对参与职工严格要求，
身上不许有纹身，更不能带家属，
参与的职工们要将每一个环节的
每一分钟，都当成“决战”。

细节定成败
夙兴夜寐为国献礼

作为第一项目部的施工经
理， 翟万彬既是花坛项目的参与
者， 也是历经全部流程的目击者
和见证者。 他表示， 天安门花坛
项目是对首钢人向祖国献礼、 人
民献礼的考验， 所以要在各方面
做到精益求精。 “天安门和其他
地方不同 ， 它是庄严的 、 神圣
的， 我们要把这项目当成使命去

完成。” 在细节上， 项目部在西
集对六辆构件运送车进行编号，
同时， 为了避免项目部与施工队
伍产生分歧， 技术员在现场用各
种颜色的笔对部件进行了标记。
9月14日0点整， 运送车辆准时到
达天安门广场， 两台吊车也已准
备就绪。

为何秋风骤起， 花枝依旧不
慌不忙 、 绽放自如 ？ 翟万彬介
绍， 安放、 固定花枝的套筒， 被
焊接在篮盘上的吊耳固定了方位
和角度， 即便是大风袭来， 锦簇
花团亦是平稳如常； 另外， 除预
拼装的部件外， 职工们还要现场
安装3000多个螺丝。 伴着夜里长
安街的灯光， 就着秋风四起的交
响， 吊车工作的运转声、 工人指
挥的吆喝声， 像是在迫不及待为
祖国歌唱庆生。

“待到全部螺丝安装完毕，
我们花了38个小时。” 翟万彬表
示 ， 很多职工工作时忘记了昼
夜， 因吊车位置的限制， 花坛的
一部分外围拓展平台需要进行人
工安装， 20余名职工从凌晨4点
干到了早晨7点。 “要知道， 9米
长的单片桁架要三四百公斤， 需
要十个人才能抬动。 他们足足抬
了36片。” 翟万彬说。 距离施工
处最近的厕所在东郊民巷， 要走
一公里左右， 翟万彬和项目部工
作人员为了不让职工们辛苦跑远
路， 还准备了尿壶。

9月21日早8点， 3678条螺栓
一次性全部穿过、 固定完， 所有
工作宣告完成， 并交花木公司进
行下道工作摆花。 连续奋战多日
的翟万彬在此期间同时肩负 “二
通车库” 运输调度工作， “每天
要处理七八十个电话和无数个微
信， 视线早就模糊了”， 职工们
也感觉 “脑袋都木了”， 很多人
累得在车里倒头便睡。

一日清晨， 当国旗班在人们
注视下升起五星红旗， 结束施工
的职工们倦意全无， 在瞻仰间无
比珍惜这次难忘的经历。 翟万彬
说： “当我带着妻子和孩子与游
客们一同站在国庆的天安门广
场 ， 与这壮观美丽的景象合影
时， 我会告诉她们， 我与这花坛
有段 ‘一往情深’ 的故事。”

被称为 “工匠摇篮” 的北京
电子科技职业学院10月将迎来60
岁生日。 记者昨天获悉， 该校自
建校以来累计培养了10万余名技
能型人才， 涌现出 “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获得者5人、 北京市劳
动模范14人。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始建
于1958年， 是北京市属、 国家首
批独立设置的全日制普通高职学
院， 也是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
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
率先启动高端技术技能人才贯通

培养改革试验。
从2006年开始， 该校率先与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合作成立
“奔驰班”，随后率先发起成立“戴
姆勒中国汽车学院”，通过国际化
校企合作， 共同打造课程体系和
评价标准， 并在成熟后向全国职
业院校推广。 从第一个“奔驰班”
组建至今，陆续涌现了巩森（2016
年北汽集团首席技师， 北京奔驰
汽车有限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的
首席技师）、梁康 （2014年最美汽
车人）、许营超（2011年ST系统技

师）等众多优秀毕业生。
近五年来， 该校以职业技能

大赛和 “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为抓手， 全面提高教学
质量， 强化校级、 市级、 国家级
三级技能竞赛体系， 源源不断培
养工匠人才。 高职学生获得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22项、
全国职业学校创新创业大赛一等
奖4项、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
赛一等奖3项， 连续三届获得全
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一等奖等，
获奖成绩全国领先。

□本报记者 任洁

“工匠摇篮”60年培养10万余技能型人才

———首建钢构公司国庆天安门花坛吊装记

□本报记者 彭程 文/摄

为让更多的孩子可以在家
门口享受到优质的阅读服务 ，
石景山区图书馆少儿活动品牌
“小小书虫俱乐部” 近日入驻八
宝山街道图书分馆。

“小小书虫俱乐部” 自创
建以来， 紧紧围绕绘本阅读推
广主线， 与社会多家亲子机构
合作开展活动。 下设亲子故事
会、 亲子手工会、 科学小达人
等多个分支活动。 活动过程中，
穿插创意美术、 手工制作等环

节， 最终将读书转变成简单而
富有趣味性的阅读活动， 让小
读者爱上阅读。 多年来， “小
小书虫俱乐部” 累计惠及上万
名小读者及亲子家庭。

八宝 山 街 道 图 书 分 馆 是
“小小书虫俱乐部” 依托总分馆
制建设而入驻的第一家图书分
馆。 未来， 区图书馆将会把更
多优质阅读服务送进社区街道，
助力石景山区成为一座 “爱阅
城区”。

近日， 北京市和平里医院
和医杏林志愿服务队联合东城
区特殊教育学校开展送健康义
诊活动。

来自口腔科、 内科、 外科、
妇科、 眼科、 耳鼻喉科、 中医
科、 康复理疗科医疗志愿者为
师生们献上了健康大餐。 面对
特殊的群体， 更需要细心和耐
心， 志愿者轻声细语、 循循善
诱， 在学校老师的引导帮助下，

学生们从开始羞涩逐渐能愉快
配合检查。 志愿者们还为园丁
们进行了健康咨询。

在另一间教室里， 志愿者
们还与师生一同开展了互动游
戏， 通过手工制作蝴蝶、 鸽子，
放飞童心， 在心愿卡上填写自
己的理想愿望。 学校老师还现
场教授了志愿者一些常用简单
的手语会话， 以便能够更好地
服务残疾人群体。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据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
监督所历年执法规律及评估结
果， 十一长假后往往会出现外
来患者就诊高峰， 为维护首都
医疗市场秩序， 保障患者就医
安全， 近日， 市卫生监督所在
本市车站等地开展了现场巡查。

市卫生监督所会同东城所、
丰台所及北京站管委会、 北京
西站管委会主动出击， 在做好
持续日常暗访工作的同时， 本
次行动选择在国庆节长假结束
后出击， 共分五组， 对北京站、
北京西站车站、 医院及其周边

地区开展摸排， 及时发现线索，
第一时间移交公安部门和车站
管委会， 维护首都医疗市场秩
序， 倡导患者安全就医。

市卫生监督所提示市民，如
已遭遇非法行医蒙骗后，应将有
关病历、药品以及相关票据等证
据保存好，及时到当地的卫生计
生行政部门和监督机构举报；如
在非法行医点遇到可能危及人
身安全的情况， 请及时拨打110
报警； 发现任何可疑非法行医
点，请向当地的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和监督机构举报。

医教携手关爱特教儿童

□本报记者 唐诗

现场巡查维护医疗市场秩序
市卫生监督所

“小小书虫俱乐部”入驻八宝山街道图书分馆

孩子在家门口享受优质阅读服务

让125吨花篮天安门“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