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援建火神山 、雷神山医
院的建设者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
明信片，明信片上是双神山医院实
景施工图。

明信片上这样写道 ： 庚子初
春，新冠肆虐，危难关头，您挺身而
出，无畏逆行。我们携手同心，分秒
必争，九天建成火神山，十天竣工
雷神山，创造中国速度，为生命救
援赢得宝贵时间。感谢！火雷兄弟！
致敬！平凡英雄！

汤家振、 代志炜、 汪念慈、邓
康、徐小洋、丁礼幸、丁松林、黄仲
文……一个个“两山”建设者，他们
是平凡英雄，在关键时刻逆行。

汤家振
每天都要走38000多步
汤家振是中建一局一公司机

电工程师，接到公司即将援建火神
山医院的消息，家在武汉的他第一
个请缨援建。

一公司在火神山医院分配到
的任务是3号楼、4号楼屋面风机设
备的安装、病房及卫生间的通风设
备安装等。火神山医院是专门为了
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建造的，在治疗
过程中，为了避免空气中存有大量
病毒，及时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清
新非常重要。而这一切必须依靠通
风设备的运转良好而实现。两栋楼
共44个房间要在短期内安装完毕，
充足的人力、物力缺一不可。但是，
由于道路管控，现场只有汤家振带
领10个工友一起战斗。27岁的汤家
振在前线第一次扛起 “项目经理”
的责任。对接指挥部、看图纸、找材
料、跑现场、给工人开动员会、班前
讲话、班后总结……

汤家振每天都要走 38000多
步，工友们都叫他“小汤陀螺”，而
汤家振却说：“我们是火神山的‘十
一罗汉’！团结一心、力大无穷，大
战病毒三百回合定能取得最终胜
利！”

代志炜
没有工具，我们就自己做！

代志炜是中建一局华北公司
北京博晖项目的执行经理，在华北
公司的支援人员中，代志炜年龄最
大，也只有他是党员。虽然之前大
家不熟悉，但是他最为年长，自觉
担起“老大哥”的角色，公司也任命
他为战役突击队队长，带领其他同
事和17名工人，在短短的时间里完
成他们负责的14间病房的通风系
统安装，确保了病房的空气流通。

雷神山医院病房通风系统安
装，任务重，时间紧。“没有工具，我
们就自己做！” 他带领兄弟们想办
法克服困难。 没有连续施工条件，
不等不靠， 他就组织穿插作业，确
保工程进展。 现场施工班组多，材
料物资都是统一供应，率先拿到材
料是完成施工任务的前提。一天夜
间排风管道施工急需PVC弯头，如
果找不到弯头第二天工人就没有
工作面，无法继续施工。为了不停

工，代志炜在冰冷的雨夜，跑遍整
个现场，找了3个多小时，才找到材
料。一起去支援的冯伟说：“我接到
代哥电话后就立刻带人去搬材料，
我到的时候代哥的衣服都被雨水
打湿了，但他就在那守着那堆来之
不易的材料，等我们去拿。”他们6
个人用了半个多小时将材料运回
来。他来不及回到对面的宿舍换衣
服，便继续回去盯着现场施工。

汪念慈
既然来了，就义无反顾
汪念慈，2019年他刚从东北农

业大学电气与信息学院毕业，成为
中建一局安装公司的一员。这个22
岁的“95”后，连续7天，长在建筑工
地，用他的努力、拼搏，展现了年轻
共产党员的果敢、担当。

他说：“既然来了，就要坚定地
义无反顾，干好本职，做最大的努力！”

汪念慈和中建一局38名员工
与200余名工友， 携手决战C5号楼
的电气、给排水、暖通等安装任务。
病房普通照明系统 、 应急照明系
统、消防系统的安装……摆在汪念
慈面前的是一项项又急又重的工
作任务。

7天的工期里， 汪念慈与队友
们一起在和时间赛跑，饭菜不知道
滋味，简单扒拉一口，能填饱肚子
有力气就好；困极了，就眯一会儿，
每天睡觉的时间可能只有3个小时
左右，袜子就没脱过。带领工人看
图纸、领材料、赶进度，通宵工作是
常事。 几个小时的工作结束后，工
人可以暂时吃饭、休息，但汪念慈
这时却需要一直在施工现场，对安
装设备进行检查， 复盘材料剩余，
保证建筑质量与速度。

邓 康
雷神山上的父子兵

邓康来自中建二局一公司设
备安装分公司，武汉蔡甸人。得知
单位组建队伍上雷神山，便主动请
战。瞒着父亲，只身一人来到施工
现场。大哥十分担心，父亲再三询
问，最终坦白在雷神山，父亲和大
哥逐渐被他这种建筑工人担当的
精神所感染，便决定一同前往支持
他，与疫情抢夺时间，争取早日将
工程交付使用 。“他们也连干了3
天，父子三人互相鼓励干劲十足。”

“你们父子三人是怎么选择不
惧危险来到雷神山医院援建现场
的？” 邓康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
的武汉人。 火神山医院就在家旁
边， 参加了火神山援建结束之后，
便跟着中建二局来到了雷神山医
院继续援建项目。其实能够亲身参
与雷神山医院的建设，报酬是次要
的，为了疫情早日消散，武汉市民
们能够早日安居乐业，尽己所能献
上一份力。”

徐小洋
相伴十年，武汉就是我的家

2月3日，雷神山援建的消息传

来，中建二局华东公司湖北分公司
总工程师徐小洋迅速报名“请战”。
虽然挂念老人身体 、 心疼老婆孩
子， 但徐小洋还是毅然踏上征程。
因为，那里是武汉，是他工作了十
年的城市，更是他挥洒了整个青春
的另一个“家乡”。

由于传染病房建设最怕病房
内带病毒的空气会泄漏出去，所以
都建成了负压病房，这就对房间的
“密闭性”提出了超高要求。经过实
践，徐小洋针对病房漏风点梳理了
一套“五封法”，对板材之间、板材
与框架之间、 框架与框架之间、管
线周边、门窗周边可能存在的漏风
点进行更为周密的封堵，这套 “独
创”的密闭办法，在整个雷神山医
院各建设区域得到推广实施。

丁礼幸
“我没事，我还能坚持！”
丁礼幸从大学毕业就留在武

汉工作，至今已10年。武汉很多标
志性工程都留下了他奋斗的身影。
这一次，他跟随中建二局，驰援了
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建设。

作为中建二局援建临时指挥
部生产协调组副组长，丁礼幸可是
个拼命三郎。既要负责大本营的后
勤保障， 又要负责防疫物资筹集，
施工现场总能看到他匆匆的脚步。
经过3个通宵奋战后， 丁礼幸两眼
一黑，晕倒在建设现场，但他却说
“我没事，我还能坚持！”在丁礼幸
等人的细心监测和不懈努力下，中
建二局援建全员未发现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感染者或疑似病例，平安
度过隔离期，全力准备复工复产。

丁松林
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丁松林是一名安装工，来自中
建三局二公司工业公司 ， 今年53
岁，在工地上打拼了30多年 ，他古
铜色的脸上皱纹深深凹陷，但目光
十分坚毅。1月24日，正是除夕团聚
之时，在老家湖北竹山听到了火神
山建设消息的他 ， 当晚便请缨参
战， 凌晨1点多与30多名工友驱车
赶到了武汉，凌晨5点多到达现场。
“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我们都坚持
着。” 丁松林参与的病房密封工作
是确保医院内外生命线最关键的
一环，工期紧、任务重、责任大，他
连轴转工作了八天，确保了每处玻
璃棉贴合都能发挥密封作用。

黄仲文
“我们干的是救命工程”
黄仲文是一名焊工 ， 今年39

岁， 来自中建三局二公司工业公
司，曾在雷神山医院项目进行钢结
构工程的焊接工作。从接到工作任
务开始，黄仲文在雷神山“鏖战”了
9天时间，每天下午五六点到工地，
第二天的深夜11点才下班 。“没有
人逼我们这么拼命，但我们都很清
楚， 必须让医院尽快全面投入使
用，这是救命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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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两两山山””建建设设中中的的平平凡凡英英雄雄

晨跑、 骑行、 散步、 踏青……连接回天地区的东小口森林公
园最近成为不少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随着东小口地区贺新公园、
霍营公园和东小口休闲公园等城市公园建成， 周边居民也有了更
多的户外休闲场所。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五月燃情， 北京普仁医院邀请进入隔离病房的三位青年代表
进行宣讲。 火线入党医生高贺， “90后” 医生盖伦， 在感染科病
房、 发热门诊工作33天的团干部、 护士刘晓双， 宣讲中他们讲述
了自己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 为医疗事业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的故事。 本报记者 边磊 于佳 摄影报道

经历了一年多生态性修复
和景观提升建设的松林公园近
期重新和市民见面、 有效完善
西部地区居民的休闲空间的小
青山公园正式开放……在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记者了
解到今年石景山区绿化工作稳
步推进， 截至目前， 西长安街
城市森林公园群中已有松林公
园、 复兴花园等11座城市公园
建设完成对市民开放。

14日， 记者从石景山区获
悉， 今年， 石景山区将加快推
进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步伐，
开展以民生实事为重点的社区
公园、 小微绿地等共23项重点
项 目 ， 全 年 计 划 新 增 绿 地
129.57公顷。 位于长安街西沿
线与五环路八角桥交叉口西南
侧的松林公园， 占地面积22.5
万平方米， 以前这里只有一些
普通的自然植被， 自去年生态
性修复开展以来， 园林工作人
员对园内植被、 景观进行了大
幅提升， 通过中层植物与原有
林冠线衔接， 形成了乔、 灌、
草的立体复合配置。 走进公园
放眼望去满目苍翠， 遍布其中
的丁香、 榆叶梅、 连翘等多种
花木， 三万余平方米的二月兰
正值盛花期与大片的油菜花 、
西府海棠、 碧桃交相辉映成一

片紫色的花海， 形成了一道独
特的园林景观。 公园内共建成
五大景 区 和 多 处 园 林 建 筑 ，
完 善 慢 行线路 、 提升健身空
间功能， 目前， 公园已正式和
市民见面。

今年， 石景山区将继续推
动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建
设， 加快五年任务三年完成步
伐， 计划完成首钢冬奥场馆周
边绿地、 首钢冬奥场馆周边重
要交通路线绿化、 麻峪滨河森
林公园、 古城地区集中绿地、
衙门口城市森林公园 （二期）、
小微绿地等9个项目， 建设面
积100.4公顷。 继续推 进 “留
白增绿 ” 建设 ， 加快拆迁腾
退 地 块 绿 化 建 设 ,实 施 西黄
村三角地、 八角东街、 老山早
市等6个项目， 建设面积17.58
公顷。

2018年， 石景山区作为中
心城区在全市第一个启动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工作 ， 力争在
2021年实现成功创建 “国家森
林城市”。 石景山区园林绿化
局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批项目
的建成将确保城市绿化覆盖率
53%、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23平
方米及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
径全覆盖等创森指标在今年年
底前全面实现。

西长安街城市森林公园群开放

□本报记者 唐诗

休闲公园串联回天地区

青年医护讲述隔离病房故事

已有11座对市民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