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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张秀 杨策弘/摄

“大厅很有海浪的感觉， 特
别漂亮， 真不愧是 ‘一带一路’
上的窗口站。” 2018年12月26日，
随着D4631次动车到达江苏连云
港， 该站新站房正式启用， 走进
站房乘车的旅客纷纷夸赞。 新站
房得到大众的认可， 背后有着中
铁建工集团上海分公司连盐站房
工程项目经理部的辛勤汗水。

新建连云港至盐城铁路包括
赣榆北站至盐城北站正线234.03
公里， 全线设置12个车站， 包括
新建赣榆北 、 赣榆 、 海州 、 董
集 、 杨集 、 田楼 、 响水 、 滨海
县、 阜宁东、 射阳站， 改扩建既
有连云港、 盐城北站。 随着 “一
带一路” 战略的逐步深入， 连云
港作为42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
之一， “一带一路” 中心线的起
点站， 站房建设的规模和标准更
加体现前瞻性和功能性， 在原设
计8000平方米的基础上扩大至
20121平方米 。 2016年上半年 ，
连云港站房修改初步设计获中国
铁路总公司正式批复。

吊装50吨天桥误差不
超过1厘米

“由于地质结构不利、 施工
风险高， 连云港站房从2016年开
工建设到投入使用， 一路都面临
着困难与挑战。” 项目经理朱宏
昌告诉记者。

“连云港站房地质结构不利
于施工， 地面3米以下全是淤泥，
为此， 我们在站房和站台雨棚处
一共打了800多根桩基控制沉降，
每根都是35米长。” 项目总工徐

叶春说。 地质结构难题并没有难
倒项目部， 大家一起奋战了两个
多月， 桩基施工完毕。

整个工程让徐叶春感到施工
风险最高的是二三站台间天桥的
吊装。 天桥长23.5米， 宽12.6米，
吊装质量达到80吨 ， 一旦有闪
失， 将给正在运营的铁路带来不
可估量的风险。

“正是基于此， 我们从进场
开始就研究方案， 到最后实施耗
时一年， 方案也修改了十几次，
经过数次3Dmax模拟成功后才实
行的。” 徐叶春说。

要确保吊装不出意外， 需要
650吨的吊车， 这样的吊车， 在
全国都不超过10辆。 天桥需在90
分钟内精准吊装到位， 误差不超
过1厘米。 650吨的吊车需要11辆
13米长的半挂车及300吨的汽车
吊配合安装配重。

“施工过程跨既有线电气化
铁路3股道， 阴冷大风天气也导
致作业条件苛刻， 天桥吊装时容
易发生刮擦、 拉扯既有接触网的
事故， 不仅施工难度大， 而且安
全风险高。” 朱宏昌说， 为了设
备吊装顺利完成， 项目部多次到
现场勘查吊装位置， 规划吊装运
输路径， 编制吊装方案， 多次召
开专项会议集体讨论研究 。 最
终， 项目部成功将天桥一次性吊
装成功。

“20天抢出250米雨棚 ， 我
们将不可能的事情做到了。” 项
目安质部部长高松说。 原来， 三
站台一侧是正在运营的陇海线，
不能断电， 雨棚只能分段施工。
正常施工需要45天， 但甲方要求

20天内完成。 高松和大家一起，
24小时多班倒， 各工种操作时间
精确到分钟， 最终实现了20天抢
出250米雨棚的奇迹。

徐叶春告诉记者， 由于场地
限制 ， 材料只能靠人工搬运进
去。 三站台施工难点是混凝土输
送， 距离达到800米， 超出正常
的一倍， 另外输送管道还有12处
弯头。 经过技术论证， 项目对混
凝土的配比进行了调整， 确保混
凝土输送中不会凝固堵管。

一个个难关克服后， 连云港
站也亮出了美丽的身姿。

职工忘我奋战保开通

在连云港站房的建设过程
中， 人的因素是关键， 中铁建工
的职工们， 谱写了一曲曲忘我奋
斗的赞歌。

项目经理朱宏昌告诉记者，
在连云港站房改造过程中， 一线
职工们为了不耽误工期， 一个个
都很拼。

“知道项目 2018年年底结
束， 我就把婚期安排在这之后。”
工程技术部部长柴龙全 1989年
生， 老家在河北邯郸， 女朋友也
是邯郸人。 因为离家远， 国庆、
中秋他主动申请留在项目， 一年
只见了女朋友四次， 但两人决定
项目竣工后就结婚。

50岁的洪涛， 是项目生产经
理， 也是一名老党员， 把所有的
精力都放在了站房上， 赶工期的
时候他两三个月都回不了一趟
家 。 33岁的徐叶春 ， 是项目总
工 。 妻子去年5月份生了二胎 ，
徐叶春虽然很心疼， 但正赶上重
要施工节点， 他依然坚持工作，
直到孩子满月才抽空回家看看。

张建达是一名技术员， 内蒙
古人， 28岁。 他的妻子也在项目
上班， 是一名资料员。 2017年3
月和5月， 他的岳父和父亲分别
查出癌症。 当时花销大， 项目组
织了捐款。 每次化疗他都要两边
跑， 岳父在北京， 父亲在杭州，
为了不耽误工作， 他就带着电脑
在医院工作 。 孩子在其间出生
了， 目前8个月， 由妻子的爷爷
奶奶帮忙照看。

正是项目职工的忘我奋战，
才保证了连云港新站房如期投入
使用。

近日， 北京住总集团金第公
司怀柔区汤河口镇二号沟门村精
准帮扶项目精品民宿工程开工建
设。 据悉， 金第公司计划为村里
建设9至13个精品民宿院落。

据介绍，根据北京市“一村一
企”精准帮扶的统一部署，住总集
团是怀柔区二号沟门村的帮扶主
体。 2018年5月，住总集团第一时
间派金第公司与村里对接， 派出
精兵强将进驻，迅速开展工作。金
第公司经过多次入户调研、 进山

勘察、查阅资料等方式，详细了解
了该村的历史、地理、经济、人文
情况，制定出一整套立足长远、切
实可行的精准帮扶计划。 仅半年
多，金第公司就打出就业帮扶、买
卖农副产品等一套切实有效的脱
低“组合拳”，帮助二号沟门村人
均年收入达到11160元，提前两年
完成脱低目标。

之后， 金第公司逐步摸索出
帮助二号沟门村科学发展的新模
式———打造独具特色的京郊农村

“田乡林园综合体”， 即选择村里
具有京郊农村特点的古宅和古院
落， 在保证不破坏整体风貌和自
然条件的基础上， 修旧如旧， 再
将房屋中的结构内饰翻新， 加以
改造， 建设出远离城市、 适合休
闲旅游的精品生活度假地。 打造
独具特色的京郊农村 “田乡林园
综合体 ”， 将能够保障到2020年
帮扶任务结束后， 村民们依然有
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 有助于全
村经济走上持续发展的快车道。

居家老人手机点一点， 在
线下单， 医护人员就可以提供
上门服务。 日前， 朝阳区首个
居家养老助医服务信息平台正
式上线。 记者获悉， 自2018年6
月试运营以来， 该平台以双井
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核心，
辐射了附近双井、 劲松等街道
的所有社区， 已陆续为600余名
老人提供服务。 该平台可为社
区居民提供家庭医生签约、 健
康评估、 医护上门、 生活照护、
养老技能照护培训等多项服务。

家住双花园社区的刘敏阿
姨今年70岁， 前些日子不小心
扭伤了脚， 医院都去不了。 她
想起之前在双井第二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看病时看到过居家养
老助医服务信息平台， 于是在
线下单， 医院收到信息后， 打
电话进行确认， 医生护士上门
进 行 诊 治 ， 并 为 她 拿 了 药 。
“这个平台太方便了。 医生除了
收取上门费， 治疗费和医药费
都可以报销， 和去医院看病一
样。” 刘敏阿姨说道。

据该信息平台工作人员介
绍，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朝阳
医养通”后，在首页点击“医护上
门”，老人便可以在线下单。运营
人员首先会对订单进行合理分
配，医护人员在收到老人的服务
请求后，从回电确认、陪同家属
线下开医嘱，到接收派单、上门
提供服务， 最快1小时就能够完
成。通过平台的评估系统和各项

服务功能，居家养老助医服务信
息平台能够尽可能地缩短医护
上门的服务时间和沟通流程，尽
快为老人服务。

居家养老助医服务信息平
台不仅给老人提供医护上门服
务 ， 还增加了社区巡诊服务 。
此外， 用户可选择签约家庭医
生 ， 并建立自己的健康档案 ，
家庭医生可根据健康档案定期
开展上门医疗服务。 对于有生
活照护需求的老人， 该平台还
携手朝阳区养老机构内的养护
团队， 为周边居民提供上门养
老护理服务， 让在家中的老人
一样能享受到专业的养老护理
服务。

朝阳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 朝阳区居家养老助医服
务信息平台也是老人及家属的
“学习园地”， 家属可在平台上
观看专业的养老护理教学视频，
尤其是失能老年人的家属足不
出户就能学习如何专业照顾失
能老年人。而老年人也可以通过
该平台参与线上各种娱乐活动，
如通过观看养老护理的视频进
行答题，了解保健常识等。

该负责人表示， 在服务的
过程中， 朝阳区也会进一步完
善评价体系， 为老年人提供更
便捷、 更专业的服务。 下一步，
将整合更多的居家养老服务资
源， 进一步扩大居家养老助医
服务信息平台的辐射面积， 让
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这项服务。

□本报记者 孙艳

昨天上午， 东城区天坛街道商会会长带领成员为地区80余位守
望岗志愿者送去热气腾腾的姜糖水。 天坛街道商会负责人表示， 慰
问天坛守望岗志愿者是今年街道商会 “送温暖” 系列活动的第一
站， 接下来还将在年前慰问特困家庭、 特困学生、 户外工作者、 养
老照料中心老人及对口帮扶的地区困难家庭、 五保户和困难党员
等， 惠及1200多人。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美在身边 ， 爱在传承 ”
白家庄小学文化节系列活动之
金帆书画院新年画展日前在北
京荣宝斋开幕， 集中展现了该
校作为北京市金帆书画院基地
校一年来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
在开幕式上， 该校授予荣宝斋
“教育基地” 称号， 将邀请荣宝
斋老师进校授课。

据了解， 白家庄小学本着
“尊重差异， 让每一个生命都绽
放异彩” 的办学理念， 大力支
持和指导美术老师开展专题教
研， 进行基本功比赛， 开设精
品课程， 举办学生作品展， 从
2009年起建立并发展了 《创意

DIY》 《立体纸工》 《沥粉画》
《工艺剪纸 》 《神奇的刮画 》
《创意泥工》 等美术社团， 每年
学生作品都会在炎黄艺术馆等
地展览， 近三年共计1000余人
次在各种作品比赛中获奖。

2017年9月， 白家庄小学参
加了市级金帆书画院验收， 成
功获得基地校称号。 此次该校
举办金帆书画院新年画展， 共
有260件学生平面作品及20余件
立体作品参展， 题材内容丰富、
表现形式多样。 荣宝斋成为该
校教育基地后， 将把木板水印、
书法、 装裱等特色技艺带进校
园， 学生作品也将在此展出。

“朝阳医养通”上线半年服务600老人

□本报记者 任洁

金帆书画院基地校展示艺术教育成果

住总集团建民宿助帮扶村脱困

居家老人在线下单 医护人员上门服务

守守望望岗岗志志愿愿者者喝喝上上姜姜糖糖水水

“一带一路”窗口连云港站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