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长城
北京市地质工程设计研究院生态地质测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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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工作三十年干了仨行当
跨行业蜕变的“拼命三郎”

成立于1958年的北京市地矿局101
队曾经从事北京地区的铁矿勘探工作。
然而， 随着城市的发展变化， 矿产勘
探业务逐年萎缩。 为此， 101队适应市
场需求， 经历了多次转型。 在这里工
作了将近三十年的贾长城见证了101队
的数次转型， 他自己也为这支队伍的
转型发展贡献了青春和智慧。

贾长城是学地质勘探机械出身 ，
1990年 ， 20岁的贾长城中专毕业之
后来到位于密云区的北京市地质矿
产局 101队工作 。 贾 长 城 一 边 回 忆
那段激情燃烧地岁月， 一边感慨地说：
“我被派到101队， 那个工作的艰苦程
度， 超过我的想象。” 勘探队员通过给
岩层打孔， 掏出岩芯。 工程师就能根
据勘探出的岩芯， 研究探测出矿的储
量、 分布、 地下水的情况， 制作出矿
产的储量报告 。 101队的工作是移动
的， 住过民房、 帐篷， 长期在人迹罕
至的山里工作。 尤其是冬天， 山里温
度低。 101队发放的工作服是一套厚实
的棉服。 棉裤能提到胸口， 好几斤重，
棉服也好似一床棉被。 然而， 即使这
样一身装备都套身上， 凛冽的山风也
能把人吹得 “透心儿凉”。

贾长城在101队里管理发动机组，

和同事们三班倒。 1996年以前， 他的
工作一直围绕着地质101队的机械， 不
惜力、 不怕苦。

随着时代的改变，北京城市功能越
来越突出，矿产勘探、开采业务逐年萎
缩。 “我们能干什么呢？ 我们这些人得
生存。 ”贾长城说，101队发现自己的特
长能在基础建设中也能发挥作用。 “比
如，建设一座大桥，桥桩要打到地下岩
层；建设一栋大楼，也要打结实的地基。
我们有设备、有技术，还能勘测出土质，
能够把这件事儿干好。”于是，贾长城利
用业余时间学习建筑类方面的专业书
籍，仅用两年的时间便拿下了一级建造
师证书。 101队先后承接了通州某制药
厂废液井工程、王府井地区某大厦地基
工程、 某机关的办公大楼地基工程、灯
市口小学改造工程……在这些工程中，
101队克服了工艺上的难题。比如，在通
州废液井工程中，井深要求100米、直径
两米，垂直度要求极高。 因为井中要放
置优化污水的设施， 垂直度不够的话，
设施放不进去。101队专门定制了设备，
研究出了工艺，顺利完成了这一难度极
大的工程。比如，王府井某大厦建设中，
因为这是“寸土寸金”之地，挖出来的坑
紧贴着其他建筑，没有施工场地。101队

用了“逆作法”施工，一边挖，一边贴补
泥浆， 以保护现有建筑……这些工程
中，都有贾长城的身影。经过数年拼搏，
101队从传统的矿产勘探部门与市场接
上了轨，在岩土工程领域打开了局面。

在此期间， 101队也没有放弃自身
擅长的业务。 2009年， 贾长城参与了
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孔的施工 ，
这期间工作环境恶劣， 有时1个月， 只
有4天见了太阳。 贾长城说： “被子和
衣服长期是潮湿的， 睡的时候把电褥
子关上， 平时要插着电烤被子。” 那年
的7月17日， 雨一直下到了后半夜， 大
家听到轰隆隆的山响， 起床一看泥石
流已经下来了， 泥水石头把整个钻井
平台都给填埋了。 “门外一块大石头
裹在泥水中， 在我们住的简易楼房前
顺着墙根儿冲了下去， 真悬呀！ 差一
点就回不了北京。” 2013年 “7.21” 特
大暴雨过后， 贾长城又带着团队投入
到密云地区的应急地质灾害调查工作

中， 一干就是三年。
2015年， 101队再次面临转型———

岩土工程市场需求减弱， 101队要开展
新的业务。 贾长城又转而投入到生态
地质测试中心实验室的建设中。 “生
态地质测试中心实验室的地址以前就
是个车库， 连暖气都没通。” 贾长城带
着团队从完善基础设施 、 购买设备 、
培养检测人员、 聘请专业老师指导开
始起步， 经过三年时间， 团队掌握了
700多个指标的检测方法。 经过7次资
质认定评审 ， 测试中心完成了土壤 、
水质无机、 有机90%以上市场常规测
试项目的认证工作， 拥有水土CMA资
质近千余项。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 每次转型，
我都像爬过大山 ， 啃的都是硬骨头 ，
什么都得从头学。 不过， 我觉得奋斗
这些年， 团队也不断适应市场， 我们
一直站在建设的前沿， 30年的奋斗可
以说不枉青春。” 贾长城说。

李兵霞
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总公司高级技术主管

□本报记者 马超

跑施工现场每寸土地都留下身影

李兵霞， 2012年8月入职北京市地
质矿产勘查开发总公司， 先后参与山
西省长治市潞安采煤塌陷区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示范工程 （一期） 初步设计、
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浩尧尔忽洞
金矿扩建项目土地复垦方案、 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拜城县波孜果尔铌钽矿露
天开采项目土地复垦方案、 易县土地
整治EPC项目等多项大型项目， 是一
位经验丰富、 认真负责、 勤奋勇敢的
巾帼战士。

“长治潞安采煤塌陷区治理示范
工程设计， 是我进入总公司接手的第
一个项目， 项目涉及13个标段。 在项
目施工初期， 长治市国土局要求项目
人员驻场指导施工， 我和另外一个女
同事———张晋芳， 作为项目的主要负
责人进驻了施工现场 。” 李兵霞说 。
那是2013年的冬天， 李兵霞两人住进
了国土局安排的工程指挥部， 一间招
待所的房子， 没有暖气， 没有办公桌
椅， 仅有的设备就是两张单人床。 为
了不给国土局添麻烦， 李兵霞和同事
向老板要了个电暖气用来取暖。 那两
个单人床， 晚上是床铺， 白天就是办
公桌。

李兵霞告诉记者， “13个标段的
负责人， 每天轮番来找我们解决工程
上的问题， 我俩白天出去跑现场解决

现场施工中存在的问题， 晚上就在宿
舍里修改设计报告， 该项目涉及10000
亩耕地， 每寸土地几乎都留下了我们
的身影。” 目前， 该项目在竣工验收阶
段， 李兵霞和同事也已经派往其他项
目。 没有机会再回去看看， 她们常常
在影像图上打开项目区的范围， 看到
现在的新景象， 甚是欣慰。 原来的地
块高低不平， 分布零散， 现在已经变
成平整的土地； 以前的积水区杂草丛
生、 凌乱不堪， 还经常会发生危险事
故 ， 现在的积水区 ， 修建的环湖道
路 ， 防护堤和护栏 ， 又安全又美观 ，
周围的村庄在积水区周围修建了农家
乐， 成为大家休闲娱乐的场所。

作为一个在矿山土地复垦、 土地
整理行业奋斗多年的技术人员， 李兵
霞在易县项目伊始就被派往易县项目
组， 参与项目的前期筹划。 “虽说是
位老技术人员 ， 但是对于土地整治
（占补平衡 ） 项目来说 ， 也是一位新
人； 面对领导提出的怎样进行现场调
查， 怎样进行野薄记录， 怎样进行勘
查选址， 怎样进行规划设计等诸多问
题， 我仍是无法给出完美的答案。” 李
兵霞说。 当一群技术人员来到踏勘现
场， 却因不知如何踏勘劳而无功的时
候， 李兵霞提出要抛弃以往的地灾项
目的以 “点” 为单位的调查方式， 提

出以 “面” 为单位进行调查， 并针对
土地整治项目做调查表格， 将需要调
查的地类， 排灌设施、 交通设施， 电
力设施等分别制作调查表， 让大家了
解需要调查的对象以及调查内容。

易县国土局要求土地整理项目评
审前要做水保方案， 一个难题摆在了
项目组面前， 水保方案对项目组其他
成员来说是个空白， 对于李兵霞来说
也只是略知一二， 在这种情况下， 李
兵霞独自担重任， 能够收集到的资料
仅是易县一个砖厂建设项目的水保方
案， 与土地整理有天壤之别。

经焦头烂额地一番思考之后， 李
兵霞开始收集以往做矿山土地复垦时
收集到的水保方案， 对照着矿山水保
方案以及一本水保规范， 开始琢磨针
对土地整理项目的水土保持方案。 经
多次编写及修改后， 一本水保方案中
终于新鲜出炉 ， 拿到专家面前评审 ，
被狠狠地批评一番， 专业术语理解不
清， 水保参数选取不正确， 文本格式

不能满足评审要求， 连报告打印都不
符合规范。 在备受打击之后， 李兵霞
鼓起勇气面对困难 ， 整理专家意见 ，
积极与专家进行沟通， 重新研究规范，
终于在报告正式评审时提交了一份完
美的答卷， 受到专家的一致好评。

李兵霞有一个漂亮的女儿， 现在
三岁半。 在孩子刚八个月时， 李兵霞
接到通知去易县项目工作两天。 “当
时孩子正在断奶期， 除了母乳什么都
不吃， 但是易县项目的同事们都在等
着我们过去， 一狠心就坐动车到了易
县。 路上我还想着， 如果下了动车孩
子还不吃奶粉就买票返回， 还好孩子
给力， 顺利喝了奶粉， 也让我能踏踏
实实地在易县呆了三天， 完成领导安
排的工作。” 李兵霞说。

“家庭和工作的矛盾时时存在 ，
也没法和谐处理或两头兼顾 ， 看到
因为自己的努力能让易县土地整治这
项大工程顺利实施 ， 我感觉值了 。 ”
李兵霞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