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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与职工同行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这一
年， 中国以坚毅果决的姿态再一次宣
示， 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2019年， 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 ，
所有的人， 再一次集聚到改革开放的
旗帜之下， 所有人的眼里， 没有怯懦，
只有前行———

２019年，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奋斗的集结号已经吹响， 所
有 人 的 眼 里 ， 没 有 迷 茫 ， 只 有 奋
起———

不管外部世界多么不确定， 我们
抬头看纷扰， 心中有数， 然后继续埋
头苦干。

困难与挑战， 只会激发起奋斗者
更大的能量。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 我们一起
倾听那些在一线岗位上劳动者的心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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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曾雪娇/摄

武洋
中建一局成都融创万达城项目计划部经理

武洋， 现任中建一局成都融创万达文化旅游
城万达茂项目计划部经理， 负责该项目各项实施
计划、 节点计划等工作。

2017年6月， 看着祖国在改革开放的浩荡浪潮
中愈发壮大 ， 已在中国建筑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香港 ) 工作了６年的武洋决定从香港回到内地 。
当他知道中建一局成都融创万达文化旅游城项目
有着全国最大的室内混凝土结构滑雪场， 且是迄
今为止全国投资规模最大、 水准最高的文化旅游
项目， 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由中国建筑旗下一个工
程局的一个子公司独立承揽全部施工任务的项目
时， 武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建一局， 加入了这
个团队。

到项目之后， 武洋为了快速熟悉公司各项管
理制度以及工程项目信息等， 常常放弃自己的休
息时间。 自他入职后2个月他仅休息一天。 可是他
并不觉得累， 相反的是满满的收获， 与对项目越
来越了解之后作为项目管理人员的归属感和自豪
感。 2017年年底， 为积极响应中央环保整治要求，
项目采取多种措施控制现场扬尘； 与此同时， 现
场土方开挖工作受到影响， 钢筋、 混凝土等建材
的供应也相应紧缺， 而此外， 都江堰雨季偏多、
工人劳动力紧张等多方面原因导致了本就紧张的
工期节点更加紧张。 武洋再次挑起重担， 与项目
工程部多方协调、 与分包方多方沟通， 不断修改
调整工程实施计划， 经过连续两个月的奋战， 武
洋协同各部门终于顺利追抢了施工进度， 实现了
对业主的完美履约。

2018年11月23日， 万达茂水雪综合体项目成
功封顶， 这不仅标志着全国最大的室内混凝土滑
雪场主体工程的完成， 更是填补了都江堰水文化
旅游的空白。 而这背后， 却少不了武洋和他团队
的持续奋战。 万达项目工期非常紧张， 而万达茂
水雪综合体项目施工工艺复杂、 交叉施工协调量
大、 工程体量大、 合同工期紧张……面对着如此
多的挑战， 要保证项目保质量按节点完成施工任
务的难度可想而知。 武洋根据中建一局的 “大计
划” 管理， 详细编制了相应19项配套计划， 再从
中分部分项编制出细节计划， 层层分级， 武洋的
办公室贴满了他和团队一起编制的各项计划书，
正是这些满墙的计划书得以保证万达茂项目的各
项节点顺利完成。

2018年于武洋而言， 无疑是充满挑战与收获
的一年。 “新时代下的祖国， 充满了机遇和挑战。
身为新青年的我们， 应当勇于担起青年责任， 要
以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到改革开放的
浪潮中， 不断挖掘自身潜力， 实现自身价值最大
化， 为祖国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019年的我， 只
会比2018年的我更加努力。” 武洋坚定地说。

青春逢盛世
奋斗正当时

洗涤征尘再出发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李明哲/摄

杨书宇
中建铁投准朔铁路项目副总工程师

清晨7点多， 带着头天的疲乏， 杨书宇起床开
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冬日的清晨， 气温还沾着夜
的寒冷， 掬一把水拍在脸上， 凉得忍不住打个激
灵。 按照项目规定， 7点20分全体人员就要集合点
名。 杨书宇习惯了这样的忙碌， 这已经是他在中
建铁投集团准朔铁路项目工作的第十个年头。

当年初生牛犊、 满怀激情要大展拳脚的年轻
小伙， 现在已经是准朔铁路项目的副总工程师。
2018年底， 准朔项目将要确保通车， 40公里的施
工组织， 业主分包监理的多方沟通协调， 材料资
源的欠缺限制， 施工环境的复杂多变、 管理模式
的巨大转变……时间赋予了他成长， 更加重了他
身上的担子： “十年前， 我刚毕业便被安排到准
朔铁路项目。 同样的地点， 参加了准朔开工动员
大会。 十年后的今天， 准朔项目就要通车， 我要
给项目、 给自己的青春一个交代。”

２０１８年9月20日 ， 准朔铁路项目路基全线贯
通！ 从早上7点出发， 一路二十多公里的路线， 公
司、 项目、 施工单位、 业主及监理各方领导， 徒
步沿线走到了天黑才回项目部， 晚上又召开总结
会一直到凌晨一两点。 “中午直接在现场用餐，
端着盒饭， 席地而坐， 边吃边聊着项目的进展情
况。” 杨书宇感慨地说道， “质量和履约， 是我们
对业主、 对铁路一如既往的承诺。”

第二天， 准朔项目迎来了第一封表扬信。 杨
书宇谈及时话语明显轻快欣慰了不少。 在准朔项
目， 铁路项目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在这里几乎
都遇到了， 这封表扬信来之不易， 也再一次振奋

人心！ 工期紧张氛围下， 上下齐心， 十二月初项
目迎来了静态验收、 添乘检查， 近日又迎来动态
验收。

谈及未来的规划时 ， 尤其是2019年打算时 ，
杨书宇对高铁、 市政基础设施和房建项目表示出
极大的兴趣。 “对我来说， 这些都是新领域， 和
铁路项目一样充满致命的魔力。” 大概再也不会有
这样一个项目， 让他这么多年从一而终了， 十年
准朔， 越扎越深。 明年项目将进入收尾阶段， 在
准朔的奋斗征程也将画上句号， 何去何从尚不可
知， 但准朔的烙印， 会永远镌刻在他的心里。

十年赤子心， 十年热忱不变。 面对别人的赞
叹， 杨书宇总是笑的很羞涩， 他总说， 这片土地
上， 有企业赋予他的使命。 就这样， 他把十年的
青春掰碎， 迎着风撒在了准朔的黄土塬上， 他就
像是黄土高原上的一颗树， 不巧地， 又似是命中
注定般扎根在这片黄土地上， 从此霜雪不寒， 风
雨不动， 而他十年坚守的故事， 也被奋战在施工
一线的人们口口相传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