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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对于工程人来说，一生能遇到像
苏通这种项目的机会很难得，这个平台影响大、管理严、标
准高、成长快。” 项目经理陈鹏教育年轻人要抓住机遇，加
快成长，身体力行育人才、带队伍，成为项目党支部的一大
亮点。项目部员工71人，平均年龄只有27岁。盾构机长和维
修主管都是清一色的“90后”。

分管隧道施工生产的副经理孙旭涛说：“陈鹏经理是我职
业生涯的引路人，我跟随他先后建设了3条越江隧道，他身上
不仅有追求卓越、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而且时时处处
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甘于奉献、勇于担当的优良品质，这些
都深深吸引并感染着我，也激发出我加入党组织的强烈愿
望。”今年3月，他向党支部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在我们施工过程中 在很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会有一些非
常优秀的同志脱颖而出，我们基层党支部就是要及时发现这些
同志的闪光点，主动向他宣传党的理论知识，教育、引导他积
极地向党组织靠拢。”项目经理陈鹏说。

在他的支持和带领下，项目部党建共建活动丰富多彩，
与当地电力部门共同组织文艺汇演慰问一线工人、巡游母亲
河、共同开展党建交流等。项目书记袁加辉表示，项目党建
工作已经融合在中心工作中，党建工作与5S标准化管理相结
合，每月都评比一次，表彰激励先进，在科技攻关和主动承
担起急难险重任务方面，党员发挥出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

据中铁十四局大盾构工程公司党委书记张小峰介绍，像
苏通长江隧道这样的工程项目，这家公司在全国各地有 12
个，另外还在13个区域中心城市有20余个地铁建设项目。他
们为做优做强全国首家大盾构专业化公司，每个项目都和苏
通项目一样全面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公司党委强化责任意
识，创新推出每月“先锋讲堂”集中党课、每周微信公众号

“学习会”等，用好互联网，深入推进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使企业党建工作标准化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将党组织
的政治优势转化为该公司科学发展、创新发展的优势。

“十四局大盾构”今年初被评为中国铁建首届“十大品
牌”，公司获得“全国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国家一些重
要媒体的党总支、党支部先后和该公司国家重点项目党支部
结对共建，《依托工程项目开展党建共建》的经验前不久在中
组部主办的 《党建研究》 杂志上刊发。在全国大盾构行业，
他们去年承揽到 3 条开挖直径在 15 米以上超大直径盾构隧
道，其中济南黄河隧道为国内在建的最大直径公轨两用隧
道，武汉和平路南延隧道为目前国内最大直径的盾构隧道，
直径达到16.01米，成为行业内的翘楚。

热爱热爱——
记忆中记忆中，，世界杯无处不在世界杯无处不在

在青岛这样一座城市看球，少不了啤酒、烧烤和
朋友作伴，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尤其需要这样的仪式
感。

尽管家中有一台 4K 超高清电视，李海飞还是喜
欢叫上住在附近的几个老友，去楼下“董家烧烤”店
要几扎啤酒，一起围着店里的小电视看。“自己看球
多没意思，凑在一起才热闹！世界杯四年才一次，这
个月有盼头。”

四年时间，不长也不短。屏幕上的大力神杯，年
轮般出现在人们生命中的各个节点，选择了观看世界
杯，会在多年以后发现，世界杯也是人生的记录方
式。

“作为球迷，经历了四届世界杯，身边陪着看球
的人每次都不一样。”周缘印象最深的是2010年，正
值备战中考时，日子很不轻松。“看到场上球员们飞
奔，用努力获得成功，给我很大的鼓舞。”伴随着自
己热爱的西班牙队接连在欧洲杯、世界杯夺冠，周缘
在求学路上也一路奔跑，进入清华大学读书。

当然，人生也像球队一般，进退总是难免。大一
那年，还未细细品尝初进清华的新鲜和喜悦，迷茫感
便扑面而来。2014年世界杯，被球迷委以众望的西班
牙队在小组赛第一场以 1：5 惨败荷兰，到小组赛第
三场时，已无出线希望。正在准备期末考试的周缘，
跑到厕所痛哭一场。

“世界杯吸引我的地方在于，我会把它和自己的
人生经历联系起来。那时就感受到，人生很像足球
赛，那不如意的一面，也是必须面对的。”周缘对本
报感慨。如今已是周缘在清华读书的第五年。她的人
生，在又一个四年后成熟了不少。“现在不会这样
了，喜欢的球员也差不多都退役了，是很‘佛系’地
看球。”

但对看球已有 20 年的张自方来说，当自己喜欢
的德国队在对阵瑞典的比赛中，以一计精彩任意球实
现世界杯常规时间最晚绝杀纪录时，实在无法淡定。

“我出生于 1992 年 6 月 8 日晚上，10 年后，2002
年同一天的同一个时辰，中国队在世界杯上 0：4 输
给了巴西。”这样的巧合，让这个体育迷对足球有了
别样的记忆。

但那场比赛中，令他记忆最深的并不是大比分落
后，而是一脚没打进的射门。“我记得特别清楚，中国
队有一次射中了门柱，那可是巴西队的门柱！”

张自方的父亲年轻时是大学足球队一员，数次夺
得四川省高校冠军。这位热爱足球的父亲，甚至联系
当地体校专业足球教练，来为儿子的足球队上课。

“小学那会，我也‘子承父业’，当上了校足球队队
长，穿上 10 号球衣，戴上队长袖标。那是人生中一
个辉煌时刻。”

踢球的故事没延续太久，看球的习惯却持续至
今。13岁开始，张自方离家去外地求学，在初高中宿
舍里度过了两届世界杯。熄灯后的宿舍没有白天那样
嘈杂，六个男孩围着桌上一个小小的 MP3 听广播。
没有种满草皮的球场，也没有球员矫健的身影，只有
梁宏达激情澎湃的解说声，带着想象中的芳草味，留
在了青春记忆里。

连接——
那些年，中国人这样看球

北京出租司机达师傅面容清瘦，话不太多。随手
一调电台，传来足球解说的声音，一看时间，刚好八
点。

每晚八点开始边开车边听广播，回到家再看凌晨
两点的比赛，就是达师傅的“世界杯”生活。“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那会儿，没有电视不都是靠听嘛。听的
话，就需要点想象力，想象那个画面。”

在“超清”“高清”等电视画质为人们熟悉之
前，一台收音机足够满足那个年代的球迷。从收音机

到电视机，再到移动互联网带来的自由空间选择，中
国球迷与世界杯的联系越来越具有多样性，丰富着国
人的足球体验和记忆。

也许并非巧合，中国人的世界杯记忆，与改革开
放同一年开始。

1978 年第 11 届世界杯，当白色纸片如雪片般在
布宜诺斯艾利斯纪念碑球场飘落时，伴随着阿根廷球
迷的纵情高歌，中国人真正开始知道世界杯。

李海飞记得，那年年初，在法国工作了两年的父
亲回到青岛家中，带了大大小小的礼物，其中最瞩目
的便是一台彩色电视机。那时，黑白电视机仍是奢侈
品，彩电更是难得一见。世界杯决赛时，十多个邻居
挤在家里，围着这台9英寸的小电视，为万里之外阿
根廷球场上的每一次进球心潮澎湃……那时那景，李
海飞至今历历在目。

如今，有机构估计，中国家庭的电视机保有量超
过5亿台。仅仅因为人们希望改善世界杯观感，都能
让彩电市场在短期内实现迅猛增长。国金证券6月14
日发布报告称，世界杯开幕前那一周，海信、TCL踩
点线下销售额同比增速均超过 100%，卖得最好的是
55 英寸电视，其次是 65 英寸电视，大尺寸、超高清
产品占比越来越大。不仅如此，在显示技术、分辨
率、音效、外观设计等多方面，电视都在实现更新换
代，而在接入互联网之后，其性能亦大为加强。

与 1978 年显著的不同是，据统计，2018 年世界
杯开幕当天，共有超过1.28亿观众通过央视收看世界
杯开幕式、揭幕战以及相关节目。

当然，表达看球感受，也多了许多渠道。
24岁的邱斌喜欢自己在宿舍看比赛直播，然后发

微博或朋友圈点评比赛。时针刚过凌晨 12 点，宿舍

准点熄灯，墨西哥队与德国队激战正酣，他戴着耳
机，盯着眼前亮着的电脑屏幕。手机不时传来震
动，十有八九是微博网友最新回复的消息。

“赛时争分夺秒，赛后大忙开启。你所看到的每
一条世界杯，都从这里发出。”6月 18日凌晨 4时 26
分，阿里巴巴大文娱集团优酷事业群平台运营负责
人张国伟发出一条朋友圈信息。配图是北京阿里中
心的一间会议室，此时亮如白昼，一张世界杯赛程
表铺满整面墙，桌上摆满电脑、饮料、水杯、插线
板、小吃和纸巾，没人在意桌上多乱，十多名工作
人员全神贯注盯着屏幕。此时，紧张激烈的直播已
然结束，内容策划、图片处理、标题构思，成为后
半夜的主题，用张国伟的话说，“真正‘大忙’的开
始”。

今年，优酷成为史上首家拿下世界杯直播权的
主流视频平台，为了让世界杯直播呈现最佳效果，
工作人员集体进入“备战”状态，公司过道里摆满
了行军床、帐篷，很多人吃住于此。

“世界杯这个项目上，我们几乎全员参与了。”
阿里文娱集团轮值总裁兼大优酷事业群总裁杨伟东
向本报介绍，通过优酷直播观看世界杯揭幕战的人
数超过 1200 万人次，创造了优酷平台直播历史新
高，其中，年轻受众是网上看球的主力军，30岁以
下的观众占比近60%。“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机会向全
世界展示中国体育市场、中国足球市场巨大的潜
力。借助对世界顶级赛事的推广，希望能让更多热
爱足球的人转化成热爱体育的人，掀起全民运动的
新热潮。”

跨越——
去现场，遍地是中国元素

40年前，“世界杯”三个字对中国人来说还十分
陌生。如今，来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我们，离世
界杯越来越近。

在与俄罗斯相隔万里的扬州市杨寿镇，李树林
是当地的“大人物”，其名声源于一个特殊的头衔
——杨寿镇农民球迷协会会长。在新浪微博上，“杨
寿农民足球队”还有精心设计的logo（标志）。

2002 年韩日世界杯，中国足球队第一次打进世
界杯决赛圈，那一年，李树林孤身一人花费两万多
元前往韩国看球。那是他第一次出国看球。今年，
李树林再次花费两万多元，去俄罗斯现场领略世界

杯的精彩。
据统计，此次远征俄罗斯的中国球迷人数超过 4

万，排在所有国家中的第 9 位，甚至超过了西班牙。
除了球迷，还有不少中国游客计划在此期间前往俄罗
斯旅游，预计将为俄罗斯贡献总计 30 亿元人民币的
收入。

为方便中国游客出行和购物，俄罗斯有约 4000
家商店用上了支付宝。而莫斯科中央环线的五座地铁
站也可用支付宝购票，并配备了中文指南。

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统计，足球产业的总产值已
达5000亿美元，被誉为“世界第十七大经济体”。而
作为足球世界最重大的赛事，世界杯不仅能拉动东道
主的经济增长，更为全球企业提供了巨大商机。

中国在世界杯上更大的存在感，是球场周围闪烁
的巨幅中文广告牌。

十六年前，尽管中国男足亮相世界杯，彼时却
没有任何一家中国企业进入赞助商行列。如今，本
届世界杯的 17 个官方赞助商中，中国企业独占 7
席，其中万达更是跻身国际足联一级赞助商阵营，
拿下了包括本届赛事在内的未来四届世界杯广告权
和营销权。

中国制造的过硬品质，也得到国际足联和主办国
的重复认可。无论是植入“NFC 芯片”的世界杯用
球，还是可爱友好的毛绒玩具吉祥物“扎比瓦卡”，
还是球场内的空调设施……中国产品无处不在。

来自中国的影响还不止这些。最让人意想不到
的，可能是“小龙虾的远征”。据报道，世界杯开始
前，约 10 万只小龙虾搭乘中欧班列从武汉出发前往
莫斯科，中国人看球时的一个习惯，走向了世界杯主
办国，成为赛场外一抹有趣的“中国红”。

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
的价值。阳光有七种颜色，世界也
是多彩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
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人
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
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从茹毛饮血
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
会，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
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
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
单调的。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
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
类文明创造的成果。

我参观过法国卢浮宫，也参
观过中国故宫博物院，它们珍藏
着千万件艺术珍品，吸引人们眼
球 的 正 是 其 展 现 的 多 样 文 明 成
果。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
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
为前提。中国人在 2000 多年前就
认 识 到 了 “ 物 之 不 齐 ， 物 之 情
也 ” 的 道 理 。 推 动 文 明 交 流 互
鉴，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
让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
生活、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

——摘自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部的演讲（2014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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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畔、工地上，

他们面向党旗宣誓
刘福昌

6 月 16 日，中国球迷在莫斯科世界杯赛场观看比
赛。 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摄

66 月月 1616 日日，，中国球迷在莫斯科世界杯赛场观看比中国球迷在莫斯科世界杯赛场观看比
赛赛。。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王毓国摄摄

66 月月 1414 日日，，来自中国江西的球迷熊培相来自中国江西的球迷熊培相 （（中中）） 与妻与妻
子在世界杯吉祥物前合影子在世界杯吉祥物前合影。。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杨磊杨磊摄摄

66月月2525日日，，几名支持西班牙队伊涅斯塔的中国球迷几名支持西班牙队伊涅斯塔的中国球迷
在开赛前造势在开赛前造势。。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李明明摄摄

中国人的世界杯时刻
刘少华 张滋宜 柴雅欣

66月月2020日日，，杭州杭州，，超过超过3030摄氏度的南方湿热天气摄氏度的南方湿热天气，，体感上难言享受体感上难言享受，，
大街上遍是汗流浃背的行人大街上遍是汗流浃背的行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地上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工地上，，工人们满脸笑工人们满脸笑
容容，，看着眼前两部手机看着眼前两部手机，，虽说已是下班时间虽说已是下班时间，，有人还没摘下红色安全帽有人还没摘下红色安全帽。。
手边摆着一些打包带回的烤串和绿色啤酒瓶手边摆着一些打包带回的烤串和绿色啤酒瓶。。

一位工人用粗粝的大手一位工人用粗粝的大手，，在本子上画出表格在本子上画出表格，，清晰清晰
记录着每天的比赛记录着每天的比赛，，只是场次后写的不是各国球星名只是场次后写的不是各国球星名
字字，，而是而是““老谢老谢”“”“小张小张”“”“华哥华哥”“”“王强王强””等等——都是工都是工
友名字友名字。。这是一张独特的轮班表这是一张独特的轮班表，，轮到谁轮到谁，，就用就用
谁的手机流量看优酷上的世界杯比赛直播谁的手机流量看优酷上的世界杯比赛直播。。在电在电
视视、、网络极为发达的今日网络极为发达的今日，，工地上只有手机这个工地上只有手机这个
通往世界杯的介质通往世界杯的介质。。有些手机屏幕碎了有些手机屏幕碎了，，有些蒙有些蒙
了尘了尘，，但几乎每一部都连着充电宝但几乎每一部都连着充电宝。。

看世界杯猜比分的快乐也未缺席看世界杯猜比分的快乐也未缺席。。几块砖几块砖、、两两
根圆柱形铁管根圆柱形铁管，，便成了那晚葡萄牙对摩洛哥的比分便成了那晚葡萄牙对摩洛哥的比分

““11：：00”。”。工人们举杯工人们举杯，，为这一夜喝彩为这一夜喝彩。。
四年一轮回四年一轮回，，世界杯在中国从不缺少存在感世界杯在中国从不缺少存在感。。自从自从

4040年前第一次看到世界杯转播开始年前第一次看到世界杯转播开始，，从橙色风暴荷兰到从橙色风暴荷兰到
五星巴西五星巴西，，从球王马拉多纳到巨星齐达内从球王马拉多纳到巨星齐达内，，从从
战术严明的欧洲球队到狂野奔放的南美球队战术严明的欧洲球队到狂野奔放的南美球队，，
世界杯带来的笑容与眼泪世界杯带来的笑容与眼泪、、速度与激情速度与激情，，在时在时
光陪衬下光陪衬下，，成为中国人不可或缺的夏日记忆成为中国人不可或缺的夏日记忆。。

如今如今，，又是精彩绝伦的世界杯又是精彩绝伦的世界杯，，又是时又是时
差差、、啤酒与小龙虾啤酒与小龙虾，，又是聚在一起看球的快又是聚在一起看球的快
乐乐、、心仪球队输球的痛苦心仪球队输球的痛苦。。当中国人迎来世界当中国人迎来世界
杯时刻杯时刻，，故事中总是充满饱和度极高的情节故事中总是充满饱和度极高的情节。。

“深度在水面以下79米，一次独头掘进5公里，这样的
成绩在全球盾构行业处于领先地位！”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钱七虎日前在一次专家研讨会上给予的充分肯定。这里是
苏通长江 GIL 综合管廊隧道工程，是目前中国大陆境内埋
深最深、水土压力最大的隧道。隧道全长 5468.5 米，盾构
机开挖直径12.07米。

担负施工任务的中铁十四局大盾构公司项目经理陈鹏
说：“整条隧道之所以进展顺利，不单是因为技术上的独门
绝技，更是源于项目党建工作发挥了巨大的引领作用。”目
前，隧道掘进进入最后攻坚阶段，他们又一次在工地上面
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铿锵响亮、掷地有声的誓言回荡
在长江之畔。

从组建项目班子开始，项目经理陈鹏、党支部书记袁
加辉就统一思想，高度认识此项工程的重大意义。他们靠
扎实的党建工作凝心聚力，将支部打造成坚强堡垒，助推
施工生产一路冲关夺隘。

党支部班子成员精心分工、精细到位，克服了江底穿
越的一个又一个“拦路虎”。安全通过长江南岸大堤、360
米5%下坡段、富含有害气体段等四个重大风险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