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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工，今天一定要
把金陡泵站片区临电照
明线路架好，夜间警示和
围挡安全防护同步跟上
……”项目部安监部长蒋
振在现场跟班组事
无巨细地交代着夜
间施工前的准备工
作，11 月份以来，已
经不知道他是第几
次这样布置安排夜
间施工准备了。抢
进度、赶工期，安全
更是重中之重，每到
夜晚来临，各工点负
责人又开始了安全巡
视工作，确保安全措
施到位。

深 夜 万 家 灯 火
渐息时，是金陡涌水
系黑臭水体综合整
治项目一个又一个
工 点 的 挑 灯 夜 战
期。钢板桩一根接一根
地插打着，高压旋喷桩钻
杆一上一下地运转着，石
屑料在沟槽中一车一车
地回填着，清淤工人在冷
水中依然冒着热汗，这种
忙碌是项目部的常态，是
项目部全体员工以一往
无前的信念，项目正以每
天 200 米的管道铺设量，
3000方的清淤量，逐渐掀
起施工高潮。

“年底完成16千米管
线的埋设，完成 12.5 万方
的清淤量！”面对节点工
期紧、任务重这极其苛刻
严峻的任务形势，华南市
政公司张广迎难而上，驻
守项目一线，多措并举打
响攻坚战。增加班组，加
大人材机投入；分片管
理，落实到人；倒排施工
计划，严抓落实；画图作
战，每日动态分析纠偏；
落实公司资金保障，与班
组签订“军令状”。打出
这一系列“组合拳”，大仗
硬干，保质保量，为项目
部完成年底施工目标保

驾护航。
“困难不少，压力很

大”，这是项目部全体管
理人员的共同感受，作为
公司开拓粤港澳大湾区

市场的排头兵，大家
也深知责任重大。但
在 项 目 的 生 产 过 程
中，攻坚克难是大家
的一致想法，进度和
工期是大家的一致目
标。现场点多面广，
管理人员紧张，华南
市政公司工程部长李
登海在做好本职工作
的情况下主动请缨下
沉至现场一线。作为
一名党员，他不忘初
心使命，冲锋在前，承
担一个大片区的管理
工作，以榜样的力量
影响着身边的年轻大
学生，用他的话说：

“深入一线，从基础开始，
一点一滴，把市政管网业
务学细学透，也是更好的
为公司业务服务”。

在抢工期的紧迫任
务下，项目部的员工们都
主动放弃休假，人人留守
项目，打起十二分精神向
胜利冲刺。陈鑫瑞要回
老家办房贷手续，向项目
部请假 3 天，项目领导看
他难得回一次家又路途
千里，让他在家多休几天
再回来，第三天傍晚陈鑫
瑞 的 身 影 出 现 在 项 目
上。如此一般，不胜枚
举，为了项目进度，大家
主动担当，凭着一往无前
的冲劲，团结一心，誓要
打赢这场攻坚战。

“大干三十天,打赢
攻坚战”的标语激励着现
场的每个人，抢进度、抢
工期，保质量、保安全，项
目部所有人都行动起来，
有这么一群同事忘我地
投入工作中，这场攻坚战
誓必打赢，勇士必将凯旋
而归！ （李永吉）

12 月末的微山岁暮
天寒、北风刺骨，早已掉
落的树叶和满地枯黄的
杂草预示着这座鲁南小
县城迎来了静谧祥和的
冬季，微山湖上来来往往
的货船、撒网捕鱼的渔民
和两岸热火朝天的工厂
为这平凡冬季平添了几
分忙碌的生机。

早上六点，第一缕清
晨的阳光还未照在微山
湖平静的水面上，济宁三
改二项目部的宿舍里就传
来了技术员任奕霖和安全
员王东旭的声音。“司机师
傅！走啦，去现场！”

“好嘞。”伴随着司机
师傅一声应和，一行三人
驱车来达到了微山锚泊
区 PHC 管桩施工现场。
司机师傅问道：“你们怎
么这么早就来现场，天还
没完全亮，能干活么？”

“能啊，你看现在天
不是已经亮起来了么，全
站仪架设、吊桩、立桩、初
定位这一套工作完成基
本上天就亮了，无缝衔接
嘛，不浪费时间。”

司机师傅听完笑了
笑说道：“这工作热情很
高涨嘛，我先回去接他们
了，中午来给你们送午
饭。”说罢便驶向了下一
个工点。

北方的严冬，地上积

水微微结起了冰，杂草
和树枝上挂满了银白色
的霜，吸入的每一口空气
都透着冰凉，在 PHC 管
桩施工现场的王东旭和
任奕霖自然也是冻的瑟
瑟发抖。

“现在天是真冷啊，

写沉桩记录手都要冻僵
了。”“是呗，明天再穿厚
一点，后面天气估计会越
来越冷。”伴随着两人的
谈话，对讲机中传来了打
桩船的声音：“源丰桩801
完成初定位，测量队再看
一下偏位。”“定位符合要
求，可以开锤！”D100柴油
锤应声开始锤击 PHC 管
桩，震耳欲聋的声响伴随
着初生的朝阳，宁静的微
山湖上开始了一天辛勤
的劳作。

当打桩船移动到 24
号墩台进行施工的时候，
出现了所有人都不愿意
看到的情况，桩顶标高距
离设计标高高出了 5 米，
但是贯入度却只有 5 毫
米，已经不满足继续沉桩
的施工条件。任奕霖立
即向项目部反应了这一
情况，并联系设计代表到
场进行指导。没一会儿

项目总工孙宏伟和设计
代表一行人来到了施工
现场，根据地勘报告显
示，24 号墩台中砂层较
厚，PHC 管桩配合 D100
柴油锤最多打入 3 米，继
续锤击有裂桩的风险，经
过现场反复协商与探讨，

为了不影响冲刺四季度
的生产计划，项目部决定
跳过中砂层较厚的墩台，
从 32 号墩台继续向后施
工。与此同时，项目部紧
急召开讨论会，为中砂层
较厚区段施工寻找解决
办法。

北方的冬天昼短夜
长，傍晚五点多太阳已经
落山了，残存的余晖已经
慢慢开始消散，“全站仪
还能看清桩顶标高么？”

任 奕 霖 在 对 讲 机 里 问
道。“还行，能看清，再打
一根吧，抢一抢进度。”此
时现场的温度已经到了
零下3度。操作全站仪校
核偏位的双手已经十分
僵硬，但现场的所有人丝
毫没有退却的意思，越在
艰苦的环境中越要勇往
直前，他们明白奋斗才是
青年的底色。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
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
起那动人的歌谣……”静
悄悄的微山湖上有一群
可爱的工程建设者，他们
开阔航道、建造码头、修
缮护岸，无畏严冬、不辞
辛劳，一直坚守在生产建
设的一线，为这寒冷的冬
季注入了属于他们的激情
与活力，在静悄悄得到微
山湖上描绘着他们火热的
人生画卷。 (任奕霖)

2020 年 4 月，我加入
中交浚阳公司，投身上航
全 新 领 域 —— 医 养 产
业。行业转变，迎面扑来
三座“大山”。作为经营
人员，冲刺在第一线，我
深感创业艰难百战多，但
重压之下激发了经营团
队的愚公移山精神，在公
司领导的带领下，我们正
一点点搬除压在头顶的

“大山”。
第一座“大山”：专业

知识缺乏
刚决定来中交浚阳

公司，公司领导就发来
128页的学习资料和多个
微信公众号，我的医养学
习路正式开启。到岗后，
发现早来一个多月的同
事们谈起医养来已头头
是道，经营人员对专业的
要求应更深广，必须加速
充电。浚阳公司每周一
次头脑风暴，加上密集走
访优质同行、到政府管理
部门取经、参加行业峰会
等，让我们这些医养小白
迅速补充了专业知识，在
和业主、同行、合作方交

流时也能侃侃而谈。
第二座“大山”：重点

项目缺乏
踏入这个行业后，我

发现医养行业果真处于
一片蓝海，各种论坛、展
会、峰会人头攒动、热闹
非凡。国家、地方频频出
台引导和鼓励政策，但政
策有时是把双刃剑，规范
了模糊地带同时也限制
了机动灵活；增加了补贴
优惠同时也加剧了竞争
程度；促进了项目增量同
时也加大了投资风险；加
大了改革力度同时也提
高了开拓要求。来浚阳
半年多，项目信息五六十
个，但康养项目大多要求
重资产或处于项目很早
期；要求合作的养老机构
不少，但有些夜郎自大，
有些隐瞒萧条，有些身负
官司，有些违规操作……
而自有物业又面临土地
性质不符的困境，哪些能
成为重点项目、今年可以
落地实施？领导们殚精
竭虑，有着“衣带渐宽终
不悔”的执着，加上公司

同事的全民经营，经营团
队积极跟踪、研判和筛
选，公司终于产生多个重
点项目。

第三座“大山”：实施
路径不明

调入局投资事业部
之前我在设研院从事了
10年技术经济专业，2015
年我参加了上航局首个
控股投资项目——泉惠
PPP项目的深度谈判和上
航局第一套投资测算表
的编制，五年来一直从事
投资相关工作，我自信地
认为医养项目的投资模
式和实施路径大同小异，
但到了浚阳公司，才发现
医养项目实施路径比PPP
项目复杂得多。由于我
们是央企，受到国资委压
减法人户数、投资项目集
团申报流程复杂、防止国
有资产流失等制度约束，
面临难以开子公司、难以
项目审批、难以对外借款
的困境……小股比合作
基本被否决，以子公司作
为防火墙的可能性也几
乎为零。此外，独立开办

民非机构中交集团史无
前例，我们既不能像民营
企业般灵活操作，又不能
享受地方养老国企的扶
持红利。在跟的几个重
点项目，模式不一、路径
不同，在摸索项目实施路
径过程中夹杂着困惑、焦
虑 、欣 喜 、失 望 和 迷 茫
……经历过山穷水复疑
无路的困惑，也感受到柳
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
经过两三个月的深度走
访、咨询、请教和研究，医
养项目的实施路径终于
逐步明朗，重点项目落地
指日可待。

石 以 砥 焉 ，化 钝 为
利。作为医养行业的新
人，我们的专业知识还需
学精、学深、学新，今后还
会遇到更多“大山”：如营
销模式、业务拓展、成本
管控、安全管控等等，但
我们坚信：千淘万漉虽辛
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浚
阳人正劈荆斩棘，在医养
蓝海中逐浪前行，力争早
日为百年上航增添光彩
的一页！ （邱珍英）

亲爱的爸爸妈妈：
见信如面！
今年春节，儿子又不

能回家了。这是第三个
没能和你们一起过的春
节，儿子心里十分愧疚，内
疚自己不能在新春佳节好
好陪陪你们老两口，
自责自己没能在平时
多陪你们说说话。

“儿行千里母担
忧。”每次通电话时，
你们关心的最多的就
是国外的疫情。请
爸、妈务必放心，我们
每一位海外人背后都
有国家、组织、公司给
予我们的关爱，我在
这一切都好。

疫情爆发以来，
公司领导始终记挂
着我们，可以说是比
我们都心急，帮着我
们制定疫情防控措
施，组织疫情防控培
训，时常与我们通电
话，关心我们的思想状
态，经常为我们邮寄防
疫物资、常用药品，我心
里一直都觉得暖暖的。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我
们说的最多的就是“守
望相助”，当地的使馆、
集团内兄弟单位也在不
断的帮助我们。当地使
馆 积 极 组 织 援 外 医 疗
队、发放防疫健康包、发
布领事提醒等活动，我
们与兄弟单位之间也经
常互通有无，我们收到
了兄弟单位赠送的防疫

药包和 KN95 口罩。虽
然现在国外疫情不断加
速发展，但是在国家、集
团、公司的统筹领导下，
我们每一位海外人都有
信心战胜疫情，请爸妈
安心。

虽然身处异国他
乡，但在我身边有着
一群可爱的同事，大
家在工作中、生活上
相互打气，我从未感
觉过孤独。我们在工
作之余，组织了演讲
比赛、读书活动、趣味
运动等活动，身边同
事的陪伴就是我战胜
思乡情绪的法宝。我
们偶尔还会动手做一
些家乡味道，一起包
饺子、煮汤圆，味道都
还不错。

现 在 国 内 的 疫
情防控形势同样严
峻，多地报告新增本
土散发病例或聚集

性疫情，着实令儿子担
忧，万望爸爸妈妈做好防
护，减少出行，避免前往
人员密集场所，同时注重
饮食健康，增强抵抗力，
你们的身体健康就是儿
子最大的牵挂。

元旦、新春佳节将至，
唯愿父母平安喜乐，勿念。

儿子 王征
2020年12月25日

（作者任职于南亚区
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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