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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员黄甜

图纸只能“一次高效成型”

1月 23日，腊月廿九 19时，中建三局技
术员黄甜接到上级的电话：“火神山医院建设
需要人，征询你的意愿。”

在此之前，疫情的消息让人揪心，这位
“90 后”已经做好了在武汉“封闭”居家生
活的准备。“我储备了够吃一个月的米、面、
菜，还跟朋友开玩笑说，这一个月我除了丢
垃圾绝不出门。”

但接到电话的一瞬间，黄甜没有犹豫，
报名了。“我之前所有项目的意义加起来可能
也比不上这一个吧。毕竟，是跟疫病作战，
关系国家和人民生命安全。”

黄甜和同事的工作，是对火神山医院的
设计图进行深化设计，形成施工方案。这相
当于根据设计图纸，考虑现场材料和施工组
织等实际情况，为现场施工人员形成一份

“操作指南”。
方案要具备现实操作性，布局排布要科

学合理，否则会极大影响施工进度。但是，
时间紧张，图纸只能“一次高效成型”！

“以往 100 个难题，可以个个击破，现
在，所有问题都必须现场解决。”黄甜发
现，设计院绘制的建筑总平面图上，病房的
组成模块是 6 米长、3 米宽的长方形，但现
有集装箱尺寸是 6.055 米长、2.99 米宽。换
作平常，完全可以对材料尺寸进行处理，但
是现在没有时间！他们只能一根线一根线地
设计排布，把 780 多个集装箱重新进行“精
准定位”。

非常时期采取非常办法，为了施工方
案快点出，他们跟设计团队同步工作。设
计图出来一点，施工方案就细化一点。设
计图最终定稿后，短短三四个小时，施工
方案几乎同步完成。黄甜和团队连续奋战
了 4 个昼夜。

第二天一早，黄甜又到达工地现场，开
始现场的施工指导。这一去，每天就在临时
的宿舍休息，再也没回过家。“每天都有新的
同事加入，后面来的人越来越多。人多力量
大，这话没错！”高峰时期，7000 多名现场
指挥和工人、上千台车辆设备在工地上一齐
忙碌。

现在，火神山医院顺利交付，黄甜自觉隔
离在家。他打算两周之后，再给在老家天门的
父母报个平安。直到现在，父母还不知道，火神
山医院的建设者中，有自己的儿子。

“说实话，我们也不是伟大，内心也有很
多纠结。但是，总要有人上。咬咬牙，不管
了，冲吧！”

工程管理黄挡玉

“小时制”作战地图发起总攻

建筑面积 3 万多平方米的医院，10 天交
付。这到底是如何办到的？

中建三局的黄挡玉负责整个工程信息管
理工作，他的手里有一份“小时制”作战地
图。在庞大的施工现场，这是确保工程高效
有序的“神器”。

“一般情况下，工程进度按天算；需要赶
工的，按每 12 小时计算。这次实在太紧张，
就只能再精确，每个小时的工作内容，每个
工区要完成多少，分布到位。”黄挡玉说。

他和团队制定的这份“小时制”作战地
图，相当于一个工地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数据
库，从设备、人员到物资、工程实况，任何
一个环节的施工信息都一清二楚。一旦发现
工序有延误，哪怕是 1 小时，必须采取措
施，赶紧调度人力、设备，赶上进度。

从施工一开始，光是平整土地就是不小的
工程。黄挡玉说，他们是腊月廿九凌晨进入，前
几天武汉在下大雨，地面泥泞，给机械作业造
成不小的难度。这就必须火速调整，人员、机械
设备都满配，接续作业，不留空隙。

除夕当天，上百台挖掘机抵达项目现
场，机器轰鸣、人声鼎沸，一座小土山被连
夜铲平，累计平整全部场地 5 万平方米，相
当于7个足球场大小。

“不知道的信息，找不到的人，紧急的物
资……都可以找我解决。”作为掌握“数据
库”的信息中枢，黄挡玉和团队承担着信息
整合、中转、传输等功能。

这也意味着极大的信息处理量。每一
天，黄挡玉和团队需要整理汇总十几家参建
单位的信息，下面的子级单位则多达一两百
家。“整个工作过程就是不停连轴转，只能是
从专业上把事情做好，别有什么遗漏，其他
什么事情也顾不上了。”

人在武汉，又有过三甲医院的建设经
验。火神山建设消息一出来，黄挡玉就主动
报名，他也是第一批到现场的员工之一。但
现在，他“只记得是腊月廿九到的，现在是
几号也不知道，搞晕了”。

“这样的经历，一生中也就一次吧。”他说。

支部书记戴银刚

物料供应全天候随时待命

“戴书记，您鞋子破了，回去换一双
吧！”在工地上，不止一个人提醒中建商砼永
丰厂党支部书记戴银刚。

“没啥事，被钢筋戳了个洞，还行，就是
容易踩到水。”他没当回事，也顾不上。

中建商砼承担此次火神山医院建设的混
凝土工程建设任务，根据效率优先原则，戴
银刚所在的永丰厂成为主供混凝土的单位之
一。腊月廿九22时接到通知，除夕当天，便
紧急召集厂站人员集结。

正值春节，物流车队已经放假，司机很多
不在武汉。再加上下游供应商也停工了，矿山
封锁，原料吃紧，组织生产并不容易。但是工期
紧张，只能迎难而上，一家一家找供应商，一个
一个码头找材料，不放过任何一个进料信息。

筹备物资、召集人马。第一天，就有 30 台
运输车辆、45名司机待命，加上现场管理和施
工人员，队伍已有七八十人。紧接着，不断有工
友从南京、合肥、南昌等地赶来。

给多家单位供应混凝土，任务非常集
中。但是工期紧张，供应环节不能有任何耽
误。戴银刚是负责火神山医院混凝土工程的
党员突击队队长，勘察时发现路况较差，他
想办法查找新路；堵车耽误混凝土进场，他
全力协调；车辆限行，立即办理通行证保证
人员和设备到岗；现场面积太大，司机无法
准确找到浇筑位置，他在驾驶室手绘地图帮
助大家快速定位……

施工单位都在赶工，能11点抢出来绝不
会等到12点。因此，混凝土供应必须24小时
准备好。现场，运输司机、生产人员、设备
车辆均按最高需求配置，几乎所有人都住在
厂里，随时待命。

戴银刚每天来来回回协调工作，在项目
上走得多，一不小心，鞋子被钢筋戳出来一
个洞。出门的时候就只穿了这双鞋，也顾不
上换。他家虽然就在火神山医院所处的蔡甸
区，但自1月23日起他就没回过家。

“也不是没有担心，但是总要有人站出
来。”他每天都跟怀孕 7 个月的妻子视频通
话，报声平安。

高峰的时候，火神山建设现场有7000多
人。当“在家”成为普通人的防疫指南时，
他们却毅然奔赴属于他们的“战场”。每个人
的背后，都有自己的故事。

李松本已回到贵州铜仁老家，但当他得
知要建设火神山医院时，驱车 700 公里，经
过10多个小时抵达施工现场。

蒋桂喜也已回到家中，经历了在工地度
过的19个春节，这原本该是20年来与家人的
第一次春节团圆。但是，仅仅 1 个半小时，
蒋桂喜就赶到了现场。“当兵 14 年，我在部
队站岗放哨，如今公司打响防疫战，我哨兵
蒋桂喜，必上前线！”

刘星和刘飞是两兄弟，他们的妻子都是
护士。得知建设任务，兄弟俩即刻请缨，两
人的妻子也一起乘车从老家连夜赶回武汉。
多日来，他们兄弟妯娌四人相互守望，共战
工地、医院两线战场。

……
采访中，这些建设者常说：“总得有人站

出来。我不是特例。许多人比我更苦、承担
了更多责任。”

听一线建设者讲述，10天10夜他们这样建起火神山医院——

“ 咬 咬 牙 ，冲 吧 ！”
本报记者 李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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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 日，武汉火神山新型肺炎专科医院交
付使用。

建筑面积 3.39 万平方米，可容纳 1000 张床
位。建设这样一座医院，仅仅用了10天。

对于许多网友来说，这10天，是一场史无前
例的大型“云监工”；而对于建设者来说，这 10
天，是 240个小时的极速前进，是一场几千人的
接力赛跑，是职业生涯中绝难想象的体验。

火神山医院开始收治病人，建设者们也终于

可以脱下工服、洗去连日奋战的疲惫。在这个短
暂的休整期，记者走近建设者，听他们讲述那难
忘的10个日夜。

他们中许多人是“80 后”“90 后”。穿上工
服，他们是为防疫筑基的“战士”。但同时，他
们也是身处疫区的丈夫和儿子、妻子和母亲。不
是没有紧张和害怕。但是他们说，一想到这是跟
疫魔作战，事关国家和人民生命安全，“咬咬
牙，不管了，冲吧！”

2月 6日，立春之后。在河北邯郸市永年
区张西堡镇李庄村，天刚蒙蒙亮，石电兴就
和 4 个菜农在家庭农场忙碌起来，收割、捆
把、过秤、装箱，一小时后，500斤新鲜香菜
交给了在棚外等候的经销商，拉往市场销售。

完成交易，老石又走到另外几个大棚查
看蔬菜长势。他的这个鑫冀源家庭农场占地
200亩，其中100亩是种植蔬菜，目前12个大
棚种植小葱、菠菜、油麦菜等设施蔬菜。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永年区及时组
织专家制定了“蔬菜生产技术建议”和“疫
情期间加强蔬菜生产管理措施”，针对不同的

蔬菜品种，提出具体的技术指导建议，组织6个
区域站50余名技术人员加强对蔬菜基地指导，
为4万亩蔬菜生产及时提供技术支撑。

李现民主要负责张西堡镇、西河庄乡的
10个专业村2万亩蔬菜生产。由于鑫冀源农场
离区域站较近，他就到现场来指导，对于较
远的种植大户和蔬菜园区，则通过微信、电
话、视频等开展服务。从春节到现在，已帮6
个拱棚蔬菜基地解决了技术难题。李现民
说，永年是全国最大的设施叶菜生产基地，
主要供应京津冀和周边市场。春节前后，他
们帮助蔬菜经营主体提前谋划，合理安排种

植茬口，适度扩大种植规模，尽早播种、定
植，应种尽种，确保蔬菜产品长期均衡供
应；指导秋景育苗基地等 11 家育苗场及早准
备，选对选好优良品种，备足备好种苗，为
春季生产夯实基础，确保蔬菜生产不下滑。

“特殊时期一定要对生产场所消毒、菜农
一定要戴口罩，一定要按照蔬菜标准化栽培
技术组织生产，确保蔬菜质量。”李现民这样
叮嘱老石。

当下是防疫期，也是春耕生产的关键
期。据永年区农业农村局书记焦孟刚介绍，
目前该区蔬菜在田面积6万多亩，日上市量近
2000 吨，主要有芹菜、生菜、油麦菜、菠菜
等叶菜品种，主要供应北京、山东、山西及
周边等市场，蔬菜供应充足，销售渠道畅
通，价格稳定，基本满足了市场需求。

四川旺苍：无人机助力“防疫+春耕”
王永战 陈绍海

“开机、准备、升空……”2月 4日一早，
四川旺苍县木门镇柳树村，一架无人机正往
来盘旋，滑过一片片绿色土地。从起飞到喷
洒农药，短短5分钟，就完成了柳树村种粮大
户杨忠贵家8亩油菜地的喷洒作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村民都待在
家，一时难以雇到帮手。“这可解决了燃眉之
急。”杨忠贵说，“往年一个人力一天开支100
多元，今年无人机上场，能省好几百元。”

“防疫期间，农户遇到春耕生产难题，
我们就要下乡一趟，一天下来也解决不了几

个问题。”镇里的农技专家向文伦说，今年
采取“无人机+手机微信群”，动动手指，
就能解决农户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问
题。目前已帮助 300 余户村民解决了 75 个技
术难题。

“在坝子里玩扑克的，赶快散了。”茶元村
第一书记张现里在喇叭上发出了“硬核喊话”。

这让几位聚集在村子小广场的村民很吃
惊：“他怎么能发现我们在玩扑克？”“难道有
千里眼？”原来，这几天，除了日常的驻村管
控工作外，张现里拿出自己购买的无人机，

进行防疫管控任务。
“全镇一共有13个村子，村里小道多、小

院子多，巡防队巡查过程中难免会有遗漏。
无人机空中值守，就像多了一位超能队友，
眼观六路八方，确保万无一失。”张现里指了
指空中嗡嗡作响的无人机说，随着前期宣传
和巡防队巡逻、无人机值守等工作开展，村
民的观念也在悄然转变。村民们会相互监
督，村口进出人员更配合，村中党员们主动
干在防疫一线……

“‘小家伙’不仅是‘田保姆’，还是个‘空
警’。”木门镇疫情防控指挥部组长邓涵说，通
过采取大数据、无人机等科技手段，不仅防
疫期间确保人群不集聚，也实现了高效率、
科技化生产。

邯郸永年：日产鲜菜2000吨保供应
本报记者 史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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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耕序幕拉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田间地头一片忙碌。农民们在做
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趁着天气回暖的有利时机，对小麦进行施肥、除草等管护
工作，确保小麦油菜等农作物稳产增收。2月5日，庐江县郭河镇广寒村田素萍
家庭农场的农田里，农民们正在抢抓农时给小麦施肥、除草。

左学长摄 （人民图片）

日暖春耕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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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黄甜 （右） 在火神山医院建设
现场。 中建三局供图

图②：黄挡玉在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
中建三局供图

图③：戴银刚在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
中建商砼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