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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海芹 通讯员 王玉兰 刘朝阳

大山深处的“测量状元”
———记中铁二十二局集团四公司科技部副部长杨守义

从兰新铁路乌鞘岭特长隧道
到石太线石板山隧道， 再到太兴
线二青山特长隧道……杨守义以
过硬的技术奋战在施工一线， 从
未出现过任何测量质量事故， 是
大家公认的 “测量状元”。 工作
17年来， 他荣获过公司 “十佳突
出科技贡献奖” “先进工作者”
“二十二局工匠 ” 等多项荣誉 。
如今， 作为中铁二十二局集团四
公司科技部副部长， 他把自己的
座右铭———“依据标准、 超出标
准， 才能建设工程、 创新工程”
分享给广大一线施工队友们。

做勇担重任的“排头兵”
杨守义的家乡在贵州黔西

县， 交通极不发达。 2003年， 这
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苗族娃，
从重庆交通学院一毕业就走进了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 ， 在测量队
扎下了根。 当从师傅手里接过第
一把尺子的时候 ， 他就下定决
心， 要为偏远地区的修路事业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杨守义被分配至四公司乌鞘
岭特长隧道项目部。 乌鞘岭隧道
是当时亚洲第一长山岭隧道， 初
步设计工期7年， 最后施工阶段
工期压至两年半。

20.5公里的长隧道要在两年
半的时间内建设完成， 难度非常
大。 杨守义迎难而上。 其中3号
斜井项目管段有4个隧道掌子面，
测量班分成6个小组， 工作实行
三班、 8小时倒班机制。 斜井施
工期间， 为节约测量放样时间，
测量员坐着最后一趟出砟车进入
隧道， 利用挖掘装载机在隧道掌
子面左、 右侧装砟的空隙， 通过
多次架设仪器进行掌子面放样。
进入正洞后由于断面增高， 一次
放线够不着拱顶， 为快速解决测
量问题， 测量员最后想出了在隧
道掌子面爆破后， 利用挖掘装载
机行使速度慢、 开进掌子面的时
间段， 架设仪器， 在隧道砟堆的
上断面先放线， 下断面等出砟完

后， 再进行第二次放线。
杨守义被工友们顽强拼搏不

放弃的精神深深感染了， 他主动
请缨担起了恶劣施工环境下的测
量放线重担———导线、 高程控制
网测量， 这些工作都要利用段内
施工干扰小的时间段进行， 而这
个时间段一般是凌晨零点至6点，
杨守义一直坚守在那里。 他记忆
最深的是2003年的除夕夜， 他和
一堆冰冷的测量仪器为伴， 争分
抢秒地进行测量工作。

辛苦终会有回报， 在这种极
端工作环境下， 最终乌鞘岭隧道
3号斜井正洞3400米施工任务段
与1号斜井和5号斜井全部顺利贯
通， 中线横向施工贯通误差仅有
0.8厘米， 纵向贯通误差仅有1.8
厘米 ， 高程偏差仅有 0.9毫米 。
这份成绩单中， 饱含了杨守义的
汗水。

做破解难题的“探索者”
在工作岗位上， 杨守义发誓

用青春传承 “逢山凿路， 遇水架

桥” 的铁道兵精神。
2006年6月 ， 杨守义作为工

程部部长负责石板山隧道胡雷斜
井反向下穿胡雷水库施工段落 。
隧道拱顶距离地表高程只有28
米， 坍塌冒顶， 突水、 突泥安全
隐患巨大。 当时由于技术条件的
限制， 尚无先进的GNSS全天候
地表监控设备， 怎么才能进行隐
患排查？ 这时大家都沉默了， 善
于思考的杨守义想出了一种 “垒
石子” 的办法， 间接进行了安全
隐患排查。

什么是 “垒石子” 的方法？
就是将石子先小心垒起到一定高
度， 当隧道里进行爆破作业时 ，
观察石子爆破前后的稳定性， 如
果石子倒塌， 就证明爆破影响较
大； 如果石子安然无恙， 相对来
说表示安全系数较高。

面对高精度的测量仪， 这种
“垒石子 ” 的方式似乎很简单 ，
但就是这样一个 “土办法”， 却
为整个隧道的安全贯通提供了有
力保证。

技不压身， 杨守义不仅是测
量工作上的顶尖好手， 而且在工
程技术方面也一直在探索钻研。

2010年 8月至 2015年 10月 ，
杨守义在太兴铁路项目部担任副
总工程师， 主管工程部并兼主管
测量工作， 独立主持15.851公里
特长隧道的测量和技术工作， 任
务难、 险、 重。

针对单线特长隧道的长大斜
井施工的特性， 杨守义采取调整
洞内错车洞间距， 优化了大避车
洞设计， 并利用大避车洞加宽加
深掉头等措施， 解决单线隧道快
速出砟施工问题； 针对隧道涌水
反坡排水困难等问题 ， 杨守 义
对 斜 井 采 用 多 级 泵 站 接 力 排
水、 高压风管应急排水等措施，
及时排除洞内涌水 ； 针对 断 层
破碎带复杂地质条件， 杨守义
根据以往的施工经验， 结合地层
地质条件， 与现场设计代表多
次 沟 通 ， 采用管棚 、 径向注浆
等加固措施， 顺利通过破碎带施
工 ； 针对软弱围岩大变形的问

题， 杨守义经过研究分析， 通过
多次实践论证和技术改进 ， 采
用围岩监控量测技术， 对开挖 、
支护进行监测 ， 建立了相应数
据库， 保证了隧道施工的安全
进行。

做培养人才的“引领者”
2014年， 当太兴铁路二青山

隧道贯通的那一刻， 杨守义说：
“我的青春留在了太兴项目， 留
在了这条隧道。”

常年奔波在外， 杨守义对家
人的关心都隐藏在了心底， 而他
的父亲特别理解他， 在电话里总
是说 ： “工作要紧 ， 别顾着家
里。 搞好你的技术活儿， 家里的
事有我们， 你忙你的。” 可是这
一忙， 就成了和父亲的永别。

杨守义把这份遗憾和对家人
的亏欠， 都弥补到了身边人的身
上。 对跟着他测量的年轻人， 他
都会尽力扶持， 给予各种帮助，
“就为的是这些孩子们能走得更
顺利些。” 他说。

2015年10月， 杨守义被调到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四公司机关任
工程部副部长。 此后， 夹岩长石
板隧道、 银西客专黄土隧道、 韶
关天然气管道线小断面隧道等重
难点隧道施工现场都留有他的身
影， 并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荣
誉并没有让杨守义停止前进的步
伐。 近几年， 他带领着公司40余
个项目的测量工作稳步前行， 今
天或许还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
草原上安营扎寨， 明天就很有可
能身处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江南水
乡勘探测量。

杨守义喜欢 《铁道兵战士志
在四方》 这首歌， 每当听到这首
歌， “铁道兵精神便油然而生。”
杨守义说。 工作17年了， 他喜欢
在塞外牛羊叫声中入眠， 在东海
的碧涛声中醒来， 他还要继续翻
山越岭， 披荆斩棘， 带领着中铁
二十二局集团四公司的测量团
队， 迎接下一个17年。

产销对接新模式助贫困户走出困境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王司同 李映璇

张猛是北京未来科学城置汇
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2019
年8月，被选派到内蒙古自治区太
仆寺旗扶贫开发办公室担任副主
任，他发挥自身优势，助推消费扶
贫，推动贫困地区的产销对接，让
贫困户摆脱贫困。

张猛是一个“80后 ”，尽管有
着16年的工作经历， 但对第一次
深入脱贫攻坚第一线的他来说，
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 在接到单
位通知后，他告别父母和孩子，踏
上了去太仆寺旗的“攻坚路”。

一直在企业工作， 这里的工
作对他来说是一片空白， 面对着
农村的工作场景， 他既充满着好
奇，也感觉到新的挑战。为了尽快
适应扶贫工作， 了解太仆寺旗是
他的必修课。

到达太仆寺旗初期， 张猛办
公桌上摆放着一张地图和扶贫政
策知识手册，他结合实际、悉心研
究，从农家小院、田间地头、生产
车间， 力求尽快熟悉这里的风土
人情。

太仆寺旗拥有独特的自然环
境，特别适合藜麦生长。2014年成
立的太仆寺旗金亿达种植专业合
作社，是一家集种植、加工、销售
服务于一体的企业。 在合作社负

责人赵玉良带领下， 当地贫困户
种植、加工藜麦，不仅解决了当地
农民的就业问题， 也带领当地走
上了致富道路。然而，赵玉良未曾
想到的是藜麦市场低迷， 一度跌
入谷底，投入成本870万元的合作

社目前已陷入经营困难。
种植了很多藜麦，收成满仓，

却卖不出去，滞销不少，赵玉良急
在心头。对此，张猛提出了发展电
商商业模式， 他开始手把手教农
民怎么操作。“每年这个季节我们

也就卖两三万块钱， 今年已经卖
了20多万块钱。” 拿到今年的利
润，合作社的农民喜笑颜开。

“通过电商平台推广太仆寺
旗农特产品， 希望当地产业转变
方法和思路， 增加当地带贫企业
的产品的销量，打开销路。也是想
通过这种方式， 去宣传太仆寺旗
的人文、地理和风土人情，让更多
人认识太仆寺旗。”张猛说。

张猛助销的不仅仅是农作
物。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手工
缝制足球扶贫车间生产的足球销
量也陷入困境， 原有销往全国各
个学校的订单一度暂停。

手工缝制足球扶贫车间，是
2019年太仆寺旗利用京蒙扶贫协
作资金建设的小型扶贫车间 ，由
太仆寺旗昌海文化体育用品厂负
责来料加工、 技术培训和以每颗
足球20元的标准进行产品回收。
工人都是村里的贫困户， 每制作

一颗足球， 加上政府补贴他们就
能拿到30块钱。

足球滞销， 工人的收入急剧
下降。张猛知晓后，急群众所想，
积极为扶贫车间想办法、找销路。
2020年9月，在张猛推荐下，昌平
区委社会工委区民政局来到太仆
寺旗， 前往手工缝制足球扶贫车
间购买足球。 昌平区民政局副局
长张兆刚说：“帮扶车间这个项目
特别好，安排了很多当地人就业，
我们也是为了帮助这些人来买一
些足球， 再将这些足球捐赠给当
地的学校。”

新的发展理念、 新的产业模
式、新的经济业态，让太仆寺旗变
得更有生机，群众变得更有活力。
张猛表示，他现在做的很多事情，
包括发展产业，一定要着眼未来。
他也一直这样践行着， 用脚步丈
量民情， 将汗水抛洒在草原扶贫
“长征路”上。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记北京未来科学城置汇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猛

工作中的杨守义 （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