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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专注做到极致，你就是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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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建铁投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盾构中心部门经理刘文

刘文， 来自中建铁投轨道交
通建设有限公司， 目前任公司盾
构中心部门经理一职。 从一名连
说明书都看不懂的菜鸟， 逐步成
长为首届 “荆楚工匠” 获得者、
中建三局 “盾构驾驶第一人 ”、
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评选的 “大
国工匠”、 追求极致精益求精的
盾构大师。

如果浓缩起来， 刘文的成长
过程会给人带来一种神话传奇的
感觉。 “但是我心里始终清楚地
知道， 我不是神话， 我的经历更
不是什么传奇。 如果说， 我的经
历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话， 那也仅
仅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平凡普通的
盾构操作员， 在工作中， 把专注
做到了极致而已。” 刘文说。

刚毕业就参与特大
型隧道工程

刘文2006年毕业于江西理工
大学工程管理专业， 同年被分配
到广深港客运专线隧道二标项目
部， 该项目是国内第一座跨海铁
路隧道， 隧道全长10.8km。 狮子
洋隧道进口标段采用两台大直径
泥水加压平衡盾构机由起点掘进
至江中后， 与出口标段两台盾构
机在江底进行对接， 难度等级被
评为国际特大型隧道重大难点工
程。 对于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而
言， 能参与到如此特大型重难点
项目， 无疑是一件值得振奋、 骄
傲的事情。

在这个项目上， 刘文第一次
接触到盾构机。 在大学里刘文学
的是土木工程专业， 根本就没有
接触过机械工程和图纸， 接触盾
构机是刘文首次接触机械工程。

“第一次接触盾构机， 我整
个人都傻了。 盾构机说明书全都
是英文的， 而且盾构机上和说明
书的一些机械符号代表着什么意
思， 我完全搞不清楚。” 刘文被
这个庞然大物挑起了不服输的精

神， 过起了没日没夜琢磨研究盾
构机的生活， 通过自学和翻英汉
词典， 他一点一点地将晦涩难懂
的盾构机全英文说明书装进了自
己的脑海里， 每天天没亮就爬起
来拿着图纸， 一头钻到井下研究
盾构机的操作以及构造， 一直到
晚上才出来。 舍不得浪费时间，
他还直接把饭打包带到井下吃，
吃饭的时间也常常在思考之前学
习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钻研盾构机听声音
可辨别故障

考虑到培养人才， 单位选派
了10多人一起到国外学习盾构
机， 只有刘文一人不是 “科班”
出身。

尽管是 “零起步”， 刘文并
不气馁， 从机械符号等最基本的
知识开始， 一一攻克， 不懂的地
方就向同事学习、 向外国老师学
习。 就这样， 在坚持不懈地钻研
下， 刘文编制了国内第一本大型
泥水平衡操作手册， 在多次与国
外技术人员的操作竞技中也遥遥
领先 ， 让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
“Liu， good!”

回国后， 刘文开始从事盾构
机组装、 调试和操作工作。 盾构
机集光、 机、 电、 液、 传感、 信
息技术于一体， 被称为 “机械之
王”， 尽管外形庞大， 但内部空
间十分狭小。 1.85米的刘文每天
都要穿梭于盾构机中， 通过盾构
机掘进时发出的声音， 准确判断
出机器哪一处发生故障， 从而及
时调整排除隐患。 这就像 “庖丁
解牛” 一样， 只有深入了解盾构
机， 才能掌控它。

“经过十几年如一日地不懈
钻研和不断经验总结， 我觉得我
现在基本已经和盾构机彻底地达
到了人机合一的地步了———在我
眼里，盾构机就是个机器人，机器
运转声就是它的呼吸。 外表的钢
铁是它的骨骼，液压系统、风水系
统是它的血液与内部循环系统，
电气则是神经系统。 作为盾构司
机，需要经常检查它的每个部位、
系统，照顾好它。 ”刘文说。

盾构机不同的部位运作声音
也会不一样 ， 例如盾构机启动
时， 正常的声音是 “嗡嗡嗡嗡”，
如果出现故障， 声音就会变得断
断续续； 而油脂泵正常运作时是
有规律的间隔性发出 “噗嗤噗

嗤 ”。 如果声音间隔发生改变 ，
有可能是油脂打完了需要更换，
也有可能是油脂阀坏了。

如果没有及时发现故障， 就
会出现漏水漏泥等情况， 有可能
把整个隧道都淹掉。 当然， 机器
运作是否正常， 也可以通过数据
检测 ， 但刘文认为通过声音判
断， 是作为一名合格盾构司机必
备的技能。

控制挖掘精度误差
正负5毫米之内

国家规范规定， 盾构机掘进
精度与隧道轴线误差不超过正负
5厘米。刘文对自己的要求是误差
正负5毫米之内。刚开始根本就达
不到自己规定的要求。尽管如此，
他仍然没有降低自己的要求。 在
建设广深港客运专线隧道时，开
始达不到正负5毫米，通过不断学
习与改进，半年后达标。

在武汉地铁21号线谌家矶段
施工时， 刘文在驾驶盾构机时发
现， 每到停机再到重新掘进时其
中一个泵压力突然增大。 压力突
然增大， 搞不好就会把控制阀搞
爆。 当时， 很多外国专家也没有
整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是刘文没有放过这个可疑
点。 经过反复研究与钻研， 他发
现原来是盾构机中的自动冲洗
泵， 在盾构机停机时还在继续工
作， 对盾构机进行自动冲洗， 盾
构机再次掘进时， 自动冲洗泵里
的水突然被挤压 ， 致使压力暴
增。 对此， 他向厂家提出了改动
控制阀的改进建议， 并告诉厂家
如果控制阀不能改动， 就加一个
手动操作按扭。 厂家实地研究情
况后， 采用了刘文的建议———增
加一个手动操作按扭， 当盾构机
停止掘进时， 通过手动操作按扭
让自动冲洗泵也停止工作。 有意
思的是， 厂家在这个手动操作按
扭上写上 “Liu”。

通过深圳地铁9号线、 武汉
轨道交通21号线的施工， 刘文还

率先提出了城市密集区盾构机整
体吊装和整体运输理念， 并通过
理论计算和现场勘查实践于项目
工地， 使国内盾构施工技术迈进
了一大步。

也是在武汉21号线施工中 ，
刘文盾构团队遇到了两个 “拦路
虎”：715和815两条隧道都要在一
个月时间内整体贯通。 715隧道剩
余617米 ，815隧道剩余648米 ，而
当时全国盾构机每月平均速度也
只有413米。 要在一个月时间将两
条隧道都整体贯通， 这几乎就是
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时， 不仅团队自己信心不
足， 甚至还有人这样说道： “你
们 中 建 三 局 还 是 老 实 回 去 盖
房 子 去吧 ， 地下的工程哪是你
们能干的？”

这些杂音不但没有把刘文吓
跑， 反而更激起了刘文不服输的
劲头。 刘文把团队召集在一起，
对他们说： “我们绝对不能被困
难吓跑。 只要我们把每一天、 每
一个小时、 每一分钟、 每一秒的
掘进工作都做好合理优化， 就一
定能准时履约。” 团队的伙伴们
也被刘文带动的热血沸腾， 纷纷
表示一定要拿下这块硬骨头， 完
成这次挑战。

会后， 刘文直接就走进监控
室， 从早上6点， 一直坐到晚上6
点，仔细分析每一个工序，每一个
点，开始向精细化作业要时间。几
天后，在整个团队的顺利合作下，
各环节点的时间已经精准到10秒
之内。一周后，掘进的速度也从每
天15米、每天20米、每天25米，迅
速提升到每天30米。一个月后，两
条隧道如期整体贯通。

刘文毕业后十年 ， 也就是
2016年3月20日 ， 他通过中建总
公司推荐入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大
国工匠候选名单， 获得了 “大国
工匠” 的称号。 刘文始终坚信，
任何一个平凡普通的盾构操作
员， 如果能把专注做到极致， 那
么他也会成为 “大国工匠”、 盾
构大师。

刘文(中）

“新图纸已经下来， 请大家
马上把新图的工程量统计出来。
跟原图进行对比， 一定要认真仔
细 ， 两周后把图纸的量差报给
我。” 在专题会上， 杜宇栋对项
目部的全体工长说道。

28岁的杜宇栋是北京建工北
安集团北京新机场 （大兴国际机
场） 项目部商务经理， 负责旅客
航站楼及综合换乘中心 （指廊）
机电安装工程的商务管理工作。
2018年5月中旬， 项目部收到了
设计院的新版施工图纸， 由于业
主的需求及功能性变化等原因，
导致新版施工图纸与当初的招标
图纸有着极大的变化。 图纸刚刚
到手， 杜宇栋就立即组织项目工
长召开专题会， 布置新旧图纸的

核对量差任务， 他带领大家加班
加点， 争分夺秒， 用极短的时间
就完成了详细的图纸变更核量工
作， 经过商务部门的成本分析及
核算， 涉及变更金额约1.2亿元。

杜宇栋有个习惯， 那就是喜

欢去施工现场。有一次，看到工人
们在槽钢支架下料时， 因下料的
方式不合理， 导致每加工一个支
架要浪费16厘米长的槽钢， 而且
还增加了施工工序。 杜宇栋生气
地训斥施工人员为什么不动动脑

子，选择套材下料。施工人员挠挠
头， 不好意思地说：“您说的方法
我们真没想过， 经您一说确实很
省料，而且还少切割一刀，以后就
按照您的方法下料了。 ”晚上，杜
宇栋又召集全体工长开会， 讲解
套材下料和加强成本控制的重要
性。 “虽然一个支架省16厘米并不
多 ， 可是十个支架就能节省1.6
米，积少成多，一个工程下来就是
几百个支架，就能节省很多槽钢。
以此类推，施工中无论做什么，该
节省的地方我们必须节省， 把好
成本关是我们大家的共同责任。 ”
杜宇栋说。

施工材料和设备在招标时，
价格谈判是项目成本控制的重要
环节，为此，在进行材料招标时，
杜宇栋与项目经理、 物资经理一
起， 对每一家参加投标的厂家进
行考察筛选，然后再货比三家，价
格低、 质量好、 送货快的厂家中

标；在进行设备招标时，杜宇栋则
是在与厂家谈判前认真阅读设计
参数要求和业主的品牌、 功能要
求， 协同项目经理和物资经理一
起， 找设备厂家的直接供应商谈
判签订合同。 杜绝因一味追求降
低成本而发生偷工减料、 降低标
准的现象出现，保证各类材料、设
备100%满足设计及施工验收规
范要求是杜宇栋始终坚持不变的
原则。在劳务合同的签订上，他也
是严格控制， 不会因现场施工难
度增加而任由劳务队伍在招标时
肆意加价。

作为项目商务经理， 必须要
熟悉掌握整个项目的商务经济动
态， 必要时要给项目经理及时提
供相关准确的数据， 杜宇栋积极
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学习施工定
额、 清单和各类规范图集， 几年
时间就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项目商
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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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小平

杜宇栋：用心当好新机场的“大管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