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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北域、珠江口，有一座吹沙填海而
成的人工岛，建设中的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管
理区就坐落于此。

2017 年 12 月 18 日晚，“连三地锦绣，铸湾
区辉煌”庆澳门回归18周年暨港珠澳大桥澳门
口岸管理区项目亮灯仪式在人工岛上隆重举
行。上海建工集团副总裁、旅检大楼项目总指
挥蔡国强携手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
安等共11位主礼嘉宾，在倒计时的欢呼声中，
一起上台启动点亮仪式。刹那间，整个港珠澳
大桥澳门口岸管理区流光溢彩，一片璀璨。亮
灯仪式的成功举行，标志着澳门口岸管理区正
式具备了通车、通关条件，也意味着上海建工
人“三年工期一年完成”的艰巨目标胜利实现
了。

一年来，在远离上海1500多公里的人工岛
上，在疾病、暴雨、台风、断水、断电等异常艰苦
的条件下，上海建工人是如何变种种“不可能”
为“可能”，创造一个个神奇，在珠江口织起这
一片“锦绣”的？

协作精神——
“决战珠江口，看全产业链联动”

港珠澳大桥是一项举世瞩目的国家级工
程。作为港珠澳大桥整体工程的重要组成部
分——澳门口岸，是香港、澳门、珠海三个口岸
当中最晚动工且工程量最大的项目，是港珠澳
大桥通关的关键；而上海建工集团承建的旅检
大楼则是澳门口岸最核心的工程，成为关键中
的关键。

澳门口岸旅检大楼工程占地4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分为通道楼（A区）和
旅检大楼（B区）两块。面对“三年工期一年完
成”的极限工期，上海建工人迎难而上。上海
建工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征说：“旅检大楼
意义重大、责任重大；三年的工程一年做，更是
对我们的考验。这堪称是一次决战，必须发挥
上海建工全产业链联动的优势，齐心协力坚决
打赢这一仗！”

接到任务后，上海建工集团即任命集团副
总裁蔡国强为项目总指挥，邓福弟为项目执行
副总指挥，迅速搭建起项目班子。通过周密的
前期策划、资源调配、协调组织，上海建工下属
的总承包部、一建集团、机施集团、安装集团、
装饰集团、建工设计总院、咨询监理公司、建工
医院等先后派兵遣将奔赴珠江口，由此掀开了
一场全产业链联动的大会战。

作为集团副总裁，蔡国强不管工作多忙，
每个月最起码一次到人工岛上召开工作推进
会，进行现场指挥。他强调：“三年的工期压缩
到一年完成，再简单的事情都会难度倍增，困
难可能是原来的5倍、10倍。所以必须把困难
想得透一点，必须讲团队协作。”

在项目施工中，上海建工人确实遇到了前
所未有的困难：工期极端紧张、场地极端缺乏、
相邻单位界面碰撞多、交叉作业安全风险高
……关键时刻，总承包部起到了重要作用。执
行副总指挥邓福弟、项目部总经理金立坚、副
总经理王祖荣，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法师”，技
术、管理、计划样样精通，他们组成了强有力的

“铁三角”。
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很特别。比如王

祖荣，每天一大早各专业的负责人都要在现场
巡视，巡视结束后老王总要邀请大家到他的办
公室里喝茶“聊天”。谁有问题当场提出来，老
王当场予以协调解决，不让当天的问题矛盾过
夜，大家笑称他的办公室为“天天门诊”。可千
万别小看了喝茶问诊，在轻松或激烈的氛围
中，不知化解了多少矛盾，解决了多少问题。

在总承包的服务、协调、指导下，各专业分
包相互配合，相互谦让，都能以大局为重，发扬

“上海建工一盘棋”的精神。比如一建项目部，
为了给钢结构施工腾出更多的作业面，项目部

果断决策，对部分区域的楼板钢筋采用人工搬
运的方式送达作业面；安装项目部在旅检大楼
中有近千吨设备要安装，由于各参建单位都处
于大干快上的状态下，吊机使用非常紧张，安
装项目部就“先人后己”，把设备吊装安排在下
半夜进行……

有时为了顾全大局，还需有牺牲精神。为
配合安装项目部的风管施工，在总包的协调
下，装饰项目部无条件拆掉了已经做好的吊顶
和架空地板，总计达3000多平方米。“如果不是
建工旗下的‘一家人’，如果不是为了整个大
局，这样的牺牲如何能做到？”装饰项目党建指
导员刘长江感慨地说。

在旅检大楼项目，上海建工集团全产业链
的整体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土建、钢结构、幕
墙、装饰、机电等各专业相互支持、配合紧密，
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团队。除此之外，上海建
工集团下属的咨询监理公司、建工设计总院、
建工医院、上安物业等单位的加入，让项目全
产业链团队更加完整，更加强大，也让建设者
们拥有了战胜困难的更多底气。

作为目前最艰苦的外埠项目之一，旅检大
楼项目备受上海建工集团领导关注，党委书
记、董事长徐征，党委副书记、总裁卞家骏，党
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张立新，副总裁林锦胜、叶
卫东等多次亲临现场指导工作，协调资源，慰
问员工。同时，总承包部、一建、机施、装饰、安
装、咨询监理、建工设计总院等单位的分管领
导也基本上每个月都要来工地协调工作，有的
甚至几个月蹲点在现场。邓福弟说：“在我的
记忆中，从来没有哪个工程，会有集团以及子
集团这么多领导，这么频繁地到现场指导关心
的。这给了我们一线建设者莫大的鼓舞和力
量。”

无畏精神——
“熬过千般苦，前面一定是曙光”

人工岛上的条件有多艰苦？60多岁的安
装项目党建指导员刘伯彪，可以说经历过人间
无数风雨沧桑，但说起刚上岛时的情景，依然

有些后怕：“岛上的困难真的是想不到的。漫
漫黄沙，一片荒芜，没有水、没有电、没有通信
讯号，几乎与世隔绝，真的有种被流放天涯的
感觉。”

其实不啻于此，荒岛上还有疾病、烈日、暴
雨、台风……人工岛地处低纬，南临南海，深受
海洋和季风影响，具有多雨、湿热等特点，一会
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一天要好几变；更有不
少恶劣天气，如暴雨、雷暴、台风等。到这里的
上海建工人，上岛之初，80%都会出现上吐下
泻、感冒发烧等水土不服的症状。而且工程地
处海中人工岛，物资的运输周转极为困难；人
工岛弹丸之地，生活区用地不足，宿舍极度紧
张；施工区、生活区断水断电频繁；条件艰苦，
工人队伍人心不稳……

蔡国强动情地说：“人工岛上的条件确实
很艰苦，但千难万苦我们一定要屏住这股劲。
相信只要熬过去，前面一定是曙光。”

面对如山的困苦，上海建工人以大无畏的
精神，“逢山开路，遇河架桥”，披荆斩棘勇往直
前。没有网络，项目部专门向珠海电信部门申
请电缆，花了几十万元安装wifi。针对断电的
情况，项目部安装了3部300千瓦的发电机，分
别安装在生活区、办公区和施工区，作为断电
时的备用。针对断水的情况，项目部安装了38
只5立方米的大容量水箱，确保满水状态；并从
广州租借了一部水车，不间断地从岛外运水进
来，既可作生活用水，又可作为断水时的搅拌
混凝土时急用。“水车每天的租费高达2000元，
我们整整租了 105 天，单此费用就是 20 多万
元。但是为了保证民工生活和施工需要，再大
的花费项目部也认为值得。”项目联合党委副
书记周安国说。

邓福弟一直强调：“工人的事都是‘十万火
急’的，必须立马解决。在人工岛上保证工人
的生活条件是第一位的。”

周安国介绍，项目部经常会给工人买慰问
品，有水果、八宝粥、牙膏牙刷、沐浴露、洗发水
等等，让工人足不出岛，就能免费解决一些常
用生活日用品，解除后顾之忧。同时，项目部
还邀请当地的社区文艺团队及残疾人艺术团
来岛上表演，调节工人的业余生活。此外，项
目联合党委还联系在上海的后方团队，在中秋
节、国庆节等重大节日挨家挨户代为慰问每一
个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的管理人员的家属。

“我们要让前方建设者安心，要让后方家属放
心。”周安国说。

极限工期、岛上艰苦的条件考验着上海建
工人，但让上海建工人没有想到的是，还有更
严峻的考验等待着他们——台风“天鸽”。8月
23日，台风“天鸽”气势汹汹地向珠海扑来，中
心最大风力 15 级，为珠海地区 53 年来最大台
风。

得到预报后项目部早有准备，原定23日早
上撤离全部人员。但在8月22日下午4点，项
目部接到紧急通知，全部人员必须当夜撤离人
工岛。上海建工人不因计划的临时调整而乱
了方寸，以执行副总指挥邓福弟为首的项目领
导班子立即组建起五个应急小组：领导工作小
组、防灾工作小组、撤离工作小组、后勤工作小
组、联络工作小组。22日晚上10点开始，项目
部管理人员和工友共 3500 多人分坐 60 辆大
巴，一次性平安撤离人工岛至珠海体育馆。“项
目负责人和骨干挺身在前，撤退在后，在撤离
过程中没有让一名工人掉队受伤。整个过程
井然有序，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周安国回忆
说。

在离岛前的几个小时内，项目部依然非常
沉着冷静，让食堂师傅紧急制作出2000个馒头
和600个甜饼，备做第二天的早餐；同时，组织
安排了3支防台小分队，分别对屋面层、地下室
和脚手架进行了突击布置，处理高处杂物防止
坠物、加固临时结构避免坍塌、在地下车库入

口设置多道挡水墙防止地库淹没，等等。
台风“天鸽”于 23 日中午前后在珠海登

陆。“狂风暴雨，惊心动魄。”建设者们回忆说。
据统计，受台风暴雨袭击，上海建工项目部办
公区临舍严重损坏53间，损坏率34%；生活区
临舍严重损坏228间，损坏率40%；其余不同程
度损坏 80 余间，合计 360 余间房屋受损，总损
坏率约50%。“台风后的人工岛像被炮弹炸过一
样，满目疮痍。办公室内的大橱散架了，15米
长的集装箱临时宿舍像积木一样翻了个底朝
天。唯一的安慰是旅检大楼巍然耸立，几无损
伤。由于事先采取的一系列防灾和‘闭水’措
施，地下室的积水还不到15厘米。”邓福弟说。

台风过后就是灾后恢复和重建，上海建工
人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全力调集挖机、吊机、
劳动力，大家吃干粮、喝桶装水，顶着烈日干，
许多同志几天来只睡过两三小时。“在天灾面
前，人类显得很渺小很孱弱。但有时候也可以
人定胜天！”邓福弟说，“值得骄傲的是，我们是
人工岛各参建单位中上第一个恢复供电、第一
个开出食堂、第一个恢复施工的施工单位。虽
然台风使施工受到了很大影响，但我们的节点
目标不会变，工期目标不会变，对完成任务的
信心不会变！”

智造精神——
“要创造奇迹，需要有奇思妙想”

项目执行副总指挥邓福弟常告诫大家说：
“三年工期一年完成，要想让‘不可能’成为‘可
能’，是需要去创造奇迹的。而创造奇迹不光
靠拼，还要巧做，要有奇思妙想。”

项目部总经理金立坚也一直强调：“一定
要巧做，要有打破常规的思路。旅检大楼项目
不仅是体力的角逐，意志的比拼，也是智力的
展示。”

对机施集团来说，他们任务异常艰巨，在
旅检大楼项目中有“三大战役”，即钢结构吊
装、防火防腐涂装及幕墙安装。其中，最大的挑
战是幕墙安装。在工期上，业内有“带幕墙的工
程，10个工程8个死”之说，可见幕墙施工工期
风险有多大。旅检大楼是机施集团取得幕墙施
工一级资质以来的第一个重大工程，更是一次
重大考验。旅检大楼幕墙共计13万平方米，这
样的工程量正常工期最起码需要十个月的时
间，但来自机施集团的“吊装英雄队”仅用四个
月就完成了。

奥秘何在？机施项目经理金俞槐说：“关键
是前期策划。”其实早在2017年春节前，钢结构
和幕墙一体化施工方案就已紧锣密鼓进行制
定。“比如外幕墙钢系统上的4.5万个孔，早
在4月份钢结构在加工厂内加工时就已预先开
好，为后续幕墙安装节约了大量工期。”金俞
槐透露，“3月下旬钢材、铝板、玻璃等封样
完成，4月17日已生产板式埋件4642件、钢
材到场80吨，5月22日所有主材合同完成签
订，这些‘粮草’的提前准备是大体量幕墙
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安装的关键。”正是缜密的
前期策划，让机施项目部连续实现了4个月完
成5.6万吨钢结构制作安装、两个月完成40万
平方米防火涂装、4个月完成13万平方米幕墙
安装的“壮举”。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前期策划至关重
要，而对于项目施工来说，设计更应先行。”
来自建工设计院的项目部副总工程师陈卫东
透露，早在2017年春节期间，建工设计院就组
织一建、机施、安装、装饰等单位设计人员30多
人，在上海的外马路800号集中办公，进行深化
设计，前后整整有两个多月，深化了1.4万张图
纸，为后续的全面施工打下了扎实基础。

装饰项目部除了注重前期策划外，还注重
“巧做”。在吊顶一次配管未完成的情况下，装

饰项目部精巧设计出上下道工序同步施工的
吊顶转换层支架施工体系。“该支架体系，使得
安装在支架上层做它的安装，我们在支架下层
做我们的饰面，同步施工却相互不受干扰影
响。虽然为制作转换层支架增加了几百万元投
入，但却抢下了宝贵的工期。”装饰项目工程总
监周冠明说。正是在这样的“千方百计”下，装
饰项目部在短短几个月中完成了 11.5 万平方
米的金属吊顶天花，2.5万平方米的墙面铝板，
18.6万平方米的涂料、1.4万平方米的石材、3.8
万平方米的隔墙龙骨施工。“这样的工作强度、
工作效率在我们装饰公司历史上几乎是没有
过的。”周冠明感叹。

安装项目部也是不断开发“奇思妙想”，针
对现场作业面宽广的特点，提出“大平层作
战”、分阶段施工的方案，对具备施工条件的作
业面做到及时跟进。施工过程中，采取见缝插
针、管线预埋“零工期”配合、无缝对接的措施。
并且大胆采用新工艺，比如采用风管三线机、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以电脑设定程序进行开
料、用合缝机进行风管拼装、法兰连接用碰焊、
防火硅胶全密封等，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
工人劳动强度。刘伯彪不无自豪地说：“经过近
一年的奋力拼搏，安装项目部所承担的17万平
方米风管安装、400多台风机安装、1150台风机
盘管紫铜管镶接、15万米电缆敷设、600多台套
配电柜安装接线调试等施工任务的全部工程
实物量也已经基本完成。”

由一建项目部施工的4.7万平方米的环氧
磨石子地坪无疑是旅检大楼项目的一大亮点，
也是一大难点。据蹲点现场的一建集团副总裁
王志刚介绍：“这样的环氧磨石子地坪一般只
在机场及苹果手机门店才能看得到，大多只是
几百平方米或几千平方米。4.7万平方米，这是
目前能够数据查到的世界最大的环氧磨石子
项目。”

项目部副总工程师彭磊表示：“该地坪体
量大，要求还高。靠尺3米的平整度高低差要控
制在2毫米内，在1万多平方米的巨大面积内
累计高低差要控制在5毫米内，而且不能有裂
缝。”为此，早在4月，彭磊就带领技术人员专门
到深圳、郑州等地的机场环氧磨石子地坪考
察，来来回回不下十多次。

经过半年多的考察、调研、做小样，一些技
术难题逐个被攻破。比如，一开始，做的小
样平整度总达不到要求，经过多次摸索后发
现，环氧磨石子层拌料的均匀度是其中的一
个关键，时间长了太硬，时间短了又不均
匀，而3分钟刚刚好。为避免工人操作失误，
施工时专门组装了不受人为控制的定时器，
结果质量明显改观。为防止裂缝，项目部对
原设计方案进行了科学改进，提出钢纤维整
体抗裂的施工方案，极大改善了新建筑物上
产生大面积裂缝的风险。

金立坚说：“做这个环氧磨石子地坪真的
要有工匠精神，我们每道工序派专人监管，
验收签字后再做下道工序，我们甚至用上了
红外线激光来控制平整度。目前全国有环氧
磨石子地坪施工经验的施工人员总共只有250
多位，为保证施工质量和进度，我们就请到
了其中的195位。”两个月就完成了4.7万平方
米高质量的环氧磨石子地坪的施工，这样的
施工速度澳门业主连连感叹“不可思议”。

担当精神——
“踏上这座岛，必须要完成任务”

毛泽东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精神
是什么？是情怀，是境界，是信仰，是融于
血脉、刻于骨子里的一种力量。在条件艰苦
的荒岛上，面对“三年工期一年完成”的极
限工期，上海建工人在发扬协作精神、无畏

精神、智造精神的同时，也把顾全大局、排
除万难、勇于奉献的担当精神展现得淋漓尽
致。

他们把家人的亲情搁置一边，只身远赴
荒岛；他们“白+黑”、“5+2”、“人停机不
停”、“24小时施工”；他们不知道是星期几，
几月几号；他们只盯着年底通关的倒计时
牌，还有 100 天、80 天、50 天……这是一群
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铁血战士！

蔡国强，作为旅检大楼项目总指挥，面
对原计划3年建成、现被要求压缩到1年的极
限工期，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一年内动过
两次手术、身体十分虚弱的他坚持每个月上
岛指挥工作，始终以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挺
立在大家面前，给大家鼓劲鼓气：“上海建工
人善打硬仗，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在年底完
成任务！”

旅检大楼项目执行副总指挥邓福弟，堪
称是项目现场的精神领袖。2 月 3 日上岛后，
邓福弟一年来只回上海3次，3次都是因为生
病被同事们“架”回上海医院去的，他甚至
做了肾结石手术身上还插着引流管就来到岛
上指挥工作了，铁血拼命的作风令人动容。

“老爷子不图名不图利，在他身上有着一种强
烈的责任心、荣誉感，有着一种愈挫愈勇的
韧劲。”同事们对邓福弟都是敬佩有加。

已六十好几的项目部副总经理王祖荣，
被大伙儿亲切地叫作“王哥哥”。他开朗乐
观，与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能称兄道弟打成
一片。本来“王哥哥”退休在家含饴弄孙好
不快活，2017年春节已订好了外出旅游的机
票，结果硬是被请出了山。“这个项目十万火
急，怠慢不得。”他二话没说，把机票退了，
正月初七就来到了人工岛。面对岛上艰苦的
条件，老王和年轻人一齐“5+2”、“白+黑”，
挥汗奋战。他说：“我踏上这座岛，就是来完
成任务的，从没有想过要后退！”

项目上还有一位“包姐姐”，她就是项目
部办公室主任包雅娣。“包姐姐”为人热情，
做事有担当。一年来，她得过阑尾炎，因没
有及时手术治疗，后又发展为结肠炎。但为
了工作，“包姐姐”总是咬咬牙，选择保守治
疗，以确保不脱岗。同时，微信成为“包姐
姐”有力的宣传武器，从2 月到12 月，她冒
着风雨、顶着烈日，爬上脚手架、钻下地下
室，从工地一线采撷了大量鲜活的现场图
文，共发了80余篇微信，文字上万，照片几
百张，全方位展示上海建工人铁血奋战的英
姿，赢得了无数点赞。

机施项目经理金俞槐，是一位铁血悍
将，他的脊椎受过重伤，不能久站也不能久
坐；肝要靠吃药维持。机施项目部的任务特
别重，紧缩的工期让施工难度倍增，他半夜
都在想怎么解题，实在想不出就去海边吹
风。因为压力太大，有一段时间他连续失
眠，只能靠吃安眠药强制入睡。但作为战
将，金俞槐始终保持英雄志不可夺的气节：

“再苦再难也不怕，即使累趴下，也要做一个
胜利者！”这是何等的激情，何等的豪气。

机施项目党建指导员奚华接到命令时，
父亲因为痛风正住院治疗，作为孝子又是独
子的他正忙里忙外照料。为了早一天赶到人
工岛，他狠狠心把还未完全康复的父亲接出
了医院。在人工岛上，为做好先进典型引
路，他深入一线拍摄现场生产和人物照片共
计 11000 余张，视频素材近 3000 条，自行制
作了宣传短片7 部，微信报道25 篇，纪实报
道 3 篇，讲述建设者的奋斗过程，传递给领
导、同事、家人，营造起前方后方团结一
心、众志成城的良好氛围。

一建项目常务经理范欢欢家里有两个小
孩，大的 8 岁，小的 3 岁，由于工作的特殊
性，他不能陪伴在家人身边。原本与妻子和
孩子约定的2017年跨年活动，由于突然来到
珠海也泡汤了。他说：“一年来，我只回家过
一次，真的很想他们。但是我不后悔，因为
这样的项目可遇不可求，这是一段难忘的人
生经历，是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装饰项目经理张国明，在2017年的三个
月内连失两位亲人，姐姐 8 月去世，母亲 11
月也走了。其中，母亲的病危通知连发了三
次，他才匆匆赶回去。为了项目建设，张国
明默默承受着痛彻肺腑的失亲之痛。“好在我
们不辱使命，完成任务了，我们笑到了最
后。母亲，您会为我们高兴吗？”念及亲人，
铮铮汉子虎目噙泪。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因条件艰苦，岛
上的工人换了一批又一批。但让项目部副总
经理程明军自豪的是，他们的咨询监理队伍
始终整整齐齐。他说：“ 4月初上岛时，我
们咨询监理的项目团队是 14 个人，老的 68
岁，小的20岁出头。现在12月底了，依然是
14个人，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在这么大的
压力下，大家都挺住了，没有一个当逃兵
的。这是令我无比欣慰的。”

南海风起，珠江潮涌。在远离上海 1500
多公里的人工岛上，这群铁血的上海建工
人，克服千难万险，用舍家忘我的精神、日
夜不辍的劳作、剑指第一的豪气，谱写了一
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谁织‘锦绣’珠江口，看我上海建工
人。”三年工期一年完成——荒岛之上，澳门
口岸旅检大楼已傲然挺立，仪态万方。上海
建工人不仅创造了一项工程奇迹，更铸就了
一座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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