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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机场高速公路行驶，距离斯里
兰卡首都科伦坡市区10公里左右，就能
望见一座电视塔高耸云霄，在城市建筑
中鹤立鸡群。塔身的顶端设计成一朵巨
大的紫色莲花造型，在海天映衬下，显
得超凡脱俗

用中国标准建设的南亚第一高塔

位于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市区的莲
花塔，西临海滩约 1 公里，东接机场主
路，北望科伦坡港，南邻贝尔湖畔。在
科伦坡，没有人不知道这座正在建设中
的高大建筑，它尚未建成已成地标。

走进工地现场，主体工程已经完
成，进入内部装修阶段，中国和斯里兰
卡两国工人正在内部进行紧张施工。乘
坐电梯升至 245 米高的观光台，工人们
正在进行难度最大的莲花瓣最后安装操
作。站在堆砌的各种建材中间，能够绕
观光台360度观看科伦坡市景。

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莲花塔项
目部项目副经理高骏表示，该项目由中
国进出口银行提供商业贷款，总造价
1.043亿美元，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
究院设计，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承
建。塔高 350 米，分为塔座、塔身、塔
楼三个部分，工程总建筑面积近2.7万平
方米。

该工程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采用中
国标准设计和建造的电视塔项目。2012
年奠基，预计今年 5 月完工。届时它将
成为斯里兰卡首座电视塔和整个南亚地
区最高的电视塔。所有施工规范基本是
采用中国标准。高骏说，莲花塔受到斯
里兰卡政府及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它的
建成将成为中国高塔技术在世界上重要
的展示窗口。

斯里兰卡土木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高级工程师拉维杜表示：“莲花塔的每
道工序都是中国施工，斯里兰卡验收，
是中国工程师与斯里兰卡工程师合作的
结晶，成为两国友谊的见证。”

催生斯里兰卡超高层建筑标准规范

斯里兰卡最初没有自身的高层建筑
标准和数据。中国电子进出口有限公司
莲花塔项目部项目经理蔡晓峰说，为了
收集相关数据，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设计
研究院派出一个团队赴斯里兰卡，收集
气象数据、地震数据和土样等，为斯方
留下了重要资料。

施工开始后遇到的首个难题是施工
标准不同造成的冲突。斯里兰卡一般都
参考欧美标准，这与中国标准不一致。
比如塔座需要浇筑的混凝土框架柱，中
国工艺是一次性浇筑一根 5 米框架柱，

但斯方依照英国标准要求一次只能浇筑2
米。中方做出示范样板，顺利通过了各
项工艺检测，让对方心悦诚服。这不但
帮他们提升了浇筑工艺，也完善了浇筑
标准。

中国诸多新工艺填补了斯里兰卡多
项国家标准的空白。比如，塔身底板大
体积混凝土施工，4200立方米混凝土48
小时一次性浇筑完成。中国企业采用塔
体竖向施工新工艺、液压爬模工艺、高
层施工垂直度测量控制工艺等，而这些
工艺标准大部分转化为斯里兰卡国家标
准。此外，中企根据电视塔工程的设计
经验，制定了莲花塔室内空调设计参
数，得到斯里兰卡咨询监理团队的认
可，丰富了其环保标准。

随着工程的推进，斯里兰卡不断修
正和调整超高层建筑标准，最终形成适
合斯里兰卡的超高层建筑标准规范。斯
里兰卡土木建筑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是受
政府委托的工程监理单位之一，所有工
程图纸和工序都需要他们来审批和验
收。工程开始时这个公司只有 11 个人，
设计斯里兰卡普通建筑。现在该公司已
经扩展到 200 余人，成为斯里兰卡著名
的超高层建筑设计机构。

“这是我参与的最大施工项目，我为
此骄傲，斯里兰卡人都为这个电视塔骄

傲！该项目创造了很多斯里兰卡施工纪
录，为斯里兰卡积累了丰富的超高层施
工经验。”拉维杜说，目前该国所有 40
层以上的超高层建筑设计都是出自该公
司之手。

建设一座属于自己国家的电视塔，
一直是斯里兰卡人民的心愿。斯里兰卡
电信管理委员会频谱管理处副处长古纳
南德对此表示，现在这个梦想即将成为
现实，全体斯里兰卡人民都将为之感到
激动和兴奋。斯里兰卡电视转播目前还
处于模拟信号阶段。古纳南德表示："建
成后的电视塔是南亚地区的第一高塔，
也是斯里兰卡国内首座数字电视塔。我
们期待开启斯里兰卡数字电视时代。”

莲花电视塔是一座综合性娱乐中
心。它将成为科伦坡的城市新地标，是
斯里兰卡国家和平、发展与繁荣的象
征。斯里兰卡斯拉萨电视台新闻频道新
闻主播库莎妮表示：“这个项目对斯里兰
卡非常重要，正在成为斯里兰卡的国家
名片。”

斯里兰卡是佛教国家，莲花宝塔的
造型，寄托了当地人对净土的追求与向
往，寓意着斯里兰卡国家欣欣向荣、和
平发展的未来。华灯初上，漫步在贝尔
湖畔，皎洁月光和点点灯光映衬着莲花
塔，显得静谧而安详。

建设南亚第一高塔 打造斯里兰卡新地标
—— 中 企 建 设 莲 花 塔 侧 记

□苑基荣

隆冬时节，西藏山南市桑日县桑加峡谷区，
我国“十三五”交通建设重点工程——川藏铁路
拉林段桑珠岭隧道将迎来贯通前的最后爆破。

1月17日7时许，笔者来到海拔3572 米的桑
珠岭隧道施工现场时，天还是一片漆黑。高原冬
季的早晨寒气逼人，尽管穿着厚厚的棉衣和冲锋
衣，依然感到刺骨的冷。但进入隧道前，施工人
员都会脱掉棉衣——因为隧道内外温差达到40度
以上。

笔者和施工人员驱车进入隧道，前行大约
1100 米后，来到桑珠岭隧道最后爆破点的起爆
点。一下车，滚滚热浪扑面而来，顿时感觉胸闷
气短，呼吸困难。不一会儿，额头上就直冒汗，
衬衫也湿透了。

起爆点悬挂的温度计显示，洞内温度已超过
30℃。中铁五局桑珠岭隧道项目负责人朱胥仁
说：“如果没有降温措施，温度至少还要高出十几
度。”

桑珠岭隧道属于我国铁路建设史上罕见的高
岩温隧道，岩温最高达 89.9°C，接近西藏开水
的沸点。洞内环境温度最高达56°C，是目前全
国铁路隧道施工过程中遇到的最高岩温。

来自湖南的挖掘工人冯建兴全程参与了桑珠
岭隧道的建设。他说：“隧道外是寒冷的冬天，穿
的是棉衣棉裤；隧道里却是炎热的酷暑，要光着
膀子干。”

因为温度高，一些工人带着鸡蛋进入隧道，
最快十几分钟就能烤熟。受高温影响，施工人员在作业区持续工作的时间不
超过2小时甚至更短，有的一进入作业面就出现胸闷、呕吐甚至昏厥现象。

为确保工人施工安全，项目指挥部通过设置接力风机加强通风、安装自
动喷淋系统洒水、洞内放置冰块等措施降低洞内温度，并给工人们在隧道内
设立空调房，每月发放1000元的高温补贴。

朱胥仁说，过去修筑隧道一般仅需要1至2根通风管，但桑珠岭隧道一号
横洞增加到了5根。此外，项目部每天往隧道内运送200吨冰块。如果按照一
根冰棍100克计算，相当于每天吃掉200万根冰棍。

桑珠岭隧道施工还遭遇了严重的岩爆。据了解，岩爆地段长达9.5公里。
挖掘工人程英彬说：“岩爆就像地震一样，没有任何征兆，隧道内部岩层突然
就会出现岩块弹射、抛射的情况。感谢项目部研究了一套防岩爆措施，才使
项目没有发生一起岩爆受伤事故。”

17日早晨6点多，施工人员就来到爆破点，连接好起爆线路。随着起爆
时间临近，现场人员戴上口罩、塞住耳孔。

10 时 18 分，项目安全总监袁甲现场指挥：“准备就绪,可以起爆。”顿
时，隧道内传来隆隆炮响，涌出滚滚浓烟。及时通风后，施工人员随即前往
爆破现场清理碎石。

碎石清理完毕后，起爆点人员欢呼着涌向清理现场，和工友们拥抱在一
起，拉起“热烈庆祝中铁五局拉林铁路桑珠岭隧道胜利贯通”的横幅，挥舞
着“党员先锋队”“拉林先锋号”的鲜红旗帜，共享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来自贵州省凯里市镇远县青溪镇东门村的边林、边建兄弟俩，曾参加青
藏铁路建设，这次又全程参加了桑珠岭隧道修建，被工友们称为“铁路兄
弟”。

弟弟边建三年春节都没有回家过年，他说：“看到自己修建的隧道全隧贯
通，很激动，有一种成就感。这一刻我等了很久了，今年我终于可以回家过
年了。”

朱胥仁说，经过1125天的紧张施工，桑珠岭隧道顺利实现贯通，比预定
建设工期提前了6个月，背后是1200多名施工人员的艰辛付出。

当天11时许，笔者走出桑珠岭隧道，只见太阳照耀在桑加峡谷，就像工
人们火热的劳动激情，温暖着雪域高原的隆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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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系列特色旅游项目在浙
江秀山等岛屿上逐步成型。于是在东海
之上，用桥连缀诸岛、打通交通发展脉
络，盘活群岛，以港口经济圈服务“一
带一路”发展的战役打响了。

2014年，中交二航局的建桥者们转
战秀山，投身浙江重点工程，秀山大桥
引桥及副通航孔桥的建设当中。这座桥
全长3063米，桥梁建成通车后将和官山
大桥串联，打通秀山岛、牛轭岛和岱山
岛，秀山岛的孤岛历史将宣告结束。

拼实力 桩基实现“龙门一越”

秀山大桥的施工绝不容易。外海无
覆盖层大流速条件下深水桩基础施工的
难度在国内桥梁建设中屈指可数。面对
高坡度裸露岩层和湍急的海水，即使是
造桥经验丰厚的二航人也犯了难。

“又有一个‘船老板’退场了。来了

十天，一分钱没找我们要，自己走了。”
大桥10号墩流速太大，定位的时候水锚
直接拉断了一根，“船老大”质疑平台搭
设的可行性，带着船走了。

外海大流速陡坡裸岩无覆盖层桥梁
桩基施工，在国内桥梁领域没有先例。
要在这样的地方建大桥，谈何容易？

翻遍资料，问遍专家，最后发现在
码头和钻井领域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借
鉴。项目团队把目光瞄准了自升式长旭
平台，利用长旭平台自身超高的稳定性
来保证施工平台的搭设。经过多次研究
讨论，项目部技术团队决定采用多次驻
位法施工。通俗地讲，就是先在浅水区

“安置”好长旭平台，再以长旭平台为作
业平台，将前方斜坡的基岩冲砸整平，
为长旭平台的下一次驻位扫清“拦路
虎”，依托长旭平台搭设多个子平台进行
施工。最终，使重达1500吨的长旭平台

抵达设计位置。长旭平台的使用提高了
施工效率和桩基质量，桩基验收时 134
根桩基检测均为I类桩。

行路难 江海联运六万公里

秀山大桥的预制梁全部在安徽芜湖
预制装船，途径风高浪急的长江口，经
过江海联运到达秀山。大船背负着1000
多吨的重物要受到芜湖、长江口和秀山
这三地气象条件的三重考验。长江口的
风浪，秀山的大雾和礁石，都会给航行
带来挑战。

57趟船，如果其中有任何一次出了
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二航局在苏浙市
场十几年的耕耘都会付诸东流。项目部
确定了安全红线，暴雨天、雾天以及 6
级风以上的天气坚决不准航行，保障船
舶安全。但是这样做，运输效率会降
低。如果重型设备因此闲置，工期也会

滞后。为了让运输船高效安全地航行，
项目部请来武汉理工大学船舶专家对运
输船稳定性进行核算，选择了适合节段
梁运输的超宽甲板驳。

经过反复研讨，大家发现超高变截
面曲线节段梁的重心高，且不同梁规格
差异特别大。即使是同一艘船，不同的
摆放顺序就要有不同的系固方法。如果
简单验算船舶稳定性，便不能满足实际
航行的需求。要对节段梁运输百分之百
的掌握，必须建立一个完备的控制体
系。任意一榀梁，什么时间、放在哪一
种船上以及放在哪一个位置必须设计在
安全范围。

为了落实方案执行，项目部为每一榀
节段梁设计了专门的底座，航行之前，先
组合底座，再对号入座。此方案为节段梁
安全运输提供了支持，提高了运输的安全
性和效率。471天，57个来回，单程600公

里，节段梁已经安全航行 68400 公里，相
当于围绕地球赤道航行1.7圈。

斗风浪 把握潮汐窗口施工期

“我参与建设过三礁港大桥、官山大
桥，外海造桥我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是
秀山大桥的复杂程度远非一般跨海桥梁
能比。秀山大桥所处的位置是河流出海
口，两个海岛之间，由于峡道效应，施
工区域所受到的潮汐、浪涌、突风的影
响都会被放大。这是对工期和安全的巨
大考验。”项目安全总监安锦东说。以桥
面吊机吊装作业为例，涨潮和落潮的大
流速都会给这道工序带来影响，项目部
只能用每天仅仅一个半小时的平潮期将
数百吨重的节段梁调到60余米高的桥墩
上。一旦没有在平潮期内完成起吊作
业，所有工程船舶必须立刻停止施工，
之前的一切努力都化作泡影。

项目部在初级的拼装工作中吃尽了
苦头：吊具安装好之后，潮水开始退去，上
游的水流翻涌而来，大型船舶在海里纷纷
扭动起来，生产经理无奈下达了撤退命
令。在多次失败的经历中，这支善于学习
的队伍也逐渐探索出抵抗浪涌和缩短窗
口期施工时间的方式。用水锚和岸锚相结

合的方式定位船舶，提高船舶抵抗浪涌的
能力，并且提前把运输船和定位方驳连接
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以便在确保精度的
情况下提高定位效率，留出足够的时间进
行吊装施工。每次吊装作业时间严格控制
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桥是有生命的，它诞生后的每一点
成长，都离不开项目部工作人员的“呵
护”。从施工区到项目部只有六七百米的
距离。但是工程最繁忙的时候，大家都
选择日夜住在桥墩上，为的就是省下更
多时间。从开工到合龙的 3 年多时间
里，项目部经理助理许哲的婚期一拖再
拖；副总工郭信锋的孩子出生，他却只
能在桥墩上接听喜讯；职员安锦东的妻
子来看他，他却在墩子上守了4天4夜；
电工老徐4个春节坚守在工地……

“大桥的位置，曾经是许多秀山人的
房子、菜园、鱼塘和祖坟。他们不讲条
件，挥泪告别家园，就是希望这个桥的
建设能再快一点。我们不负众望，在确
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情况下，提前
四个月实现了大桥一标段贯通。”项目书
记屈汉滨说。随着秀山大桥一标段的顺
利合龙，数万岛民期盼的“大桥时代”
不远了。

乘风破浪，孤岛迈向“大桥时代”
—— 中 交 二 航 局 秀 山 大 桥 施 工 侧 记

□通讯员 张家琪 史筱迪

万幢高楼拔地起，敢叫荒山变新
城。作为河南省汝州市2016年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工程之一，科教园区项目是汝
州市目前唯一一个大型综合类园区开发
PPP 项目。中国五冶集团作为社会投资
方，积极参与汝州市基础设施建设，助
力城市产业发展。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中国五冶集团坚持“一天也不耽误，一
天也不懈怠”的中冶精神，高标准，严
要求，精心组织，科学管理，将汝州市
科教园区项目建设为“精品工程、放心
工程、廉洁工程”。

攻坚克难 创造“汝州奇迹”

汝州市科教园区规划总占地面积
9000亩，其中一期规划占地5000亩，按
用地功能建设划分为职教区、普教区、
科研实训区和公共服务区等。其中，包
括新建汝州市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及高
中、初中、小学、幼儿园等普通教育学
校，大型图书馆、学术交流中心、会议
中心、展览馆、艺术馆、科技馆、青少
年宫、大型体育场馆、演出中心等设施。

汝州市科教园区项目是中国五冶集
团的重大项目之一，公司选派了优秀的
项目管理团队，准备了充足的作业人
员，充沛的资金作为工程建设的保障。

2016年7月28日，项目建设团队正

式进驻汝州市科教园区。园区道路桥梁
与污水管网项目、汝州市高等职业技术
学院项目、汝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
项目、平顶山中医药学校项目、汝州市
科教园区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汝州市
科教园区给水厂建设项目等各子项目50
余栋建筑单体及十余条道路、两座桥
梁、34个盖板涵陆续展开施工。

面对汝州市占地面积最大、一次性
建筑面积最大、单体建筑最多、施工组
织最复杂、现场管理最困难的建设项
目，汝州市科教园区项目建设管理团队
200 余人带领 3000 余名五冶建设者秉承
中冶精神，克服困难，科学组织，严格
管理，保质量，保安全。整个施工现场
井井有条。建设者们挥汗如雨、昼夜不
停，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

2017年1月6日,园区(一期)建设项目
汝州市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项目、汝州市
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项目、平顶山中医
药学校新校区项目等三个子项目总建筑
面积44万多平方米、50余栋建筑单体顺
利实现主体结构封顶。据悉，在不到五
个月的时间里，项目部完成近15公里路
网及50余栋单体建筑、建设面积近50万
平方米的工程量，创造了汝州建设史上
的又一个奇迹。

2017年3月10日，园区(一期)建设项

目汝州市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项目、汝州
市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项目、平顶山中
医药学校新校区项目等三个子项目顺利
实现主体验收。

2017年9月5日，园区汝州市第一高
级中学新校区项目如期交付使用，5000
余名师生相继入住新校区。同时，汝州
市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项目、平顶山中医
药学校新校区项目均达到入住条件，园
区内十余条道路、两座桥梁顺利完成，
实现通车。汝州市科教园区污水处理
厂、给水厂同期交付使用。

2017年12月7日，汝州市科教园区
项目顺利通过总体预验收。

精细管理 打造精品项目

根据该项目工程体量大、工期紧、
任务重等特点，为确保汝州科教园区项
目各项建设工作的顺利实施，中国五冶
集团选派了一支由“全国优秀项目经
理”夏百松带领的优秀项目建设管理团
队。按管理职能划分为：工程部、质量
部、技术部、物资部、安全部等各管理
部门；按管理层次形成项目经理部—子
项目部—工程处—专业工长(楼栋长)的阶
梯式管理模式。

为确保该项目建设管理团队组织的
高效运行，根据中国五冶集团有关项目

精细化经营管理的相关规定和该项目实
际情况，项目部制定了 《安全管理制
度》《质量管理制度》《工程例会制度》
等一套完善的项目管理制度和管理规
范，明确并细化了各岗位职责和工作内
容清单、工作流程，从而使得项目管理
工作规范化、精细化、标准化，进而保
障了园区项目建设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
和高效完成。

为提高所有作业人员施工技能，园
区项目经理部开办了“农民工夜校”，根
据工程进展，以各专业班组为单位定期
对作业人员进行技术培训，规范作业标
准；落实技术、质量、安全文明施工交
底，让每一个作业班组、每一名作业人
员熟悉技术、质量、安全文明各项施工
要求。同时还积极开展项目“质量月活
动”、“安全月活动”、“职业技能比赛”
等活动。

为提高整个园区项目各项质量、安
全、文明施工等工作管理效果，园区项
目经理部每月定期会同各监理公司、各
子项目施工工程处、汝州市科教园区管
委会等单位开展工程质量、安全、文明
施工等方面联合检查评比活动，及时落
实整改影响工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
等隐患，切实将项目技术管理、质量管
理、安全文明施工等各项管理工作落到

实处。
一支优秀的项目建设管理团队组织

体系、一套完善的项目管理制度和管理
规范以及各项管理工作的有效落实，共
同推动了整个汝州科教园区项目建设各
项工作的顺利推进。汝州市科教园区汝
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新校区项目工程、汝
州市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项目工程、平顶
山中医药学校新校区项目工程等三个项
目先后荣获河南省2017年上半年度“结
构中州杯”(省优质结构)、“汝州市安全
文明标准化工地”、“河南省安全文明工
地”等多个奖项。

精诚合作 打造样板工程

汝州市科教园区一年多的建设周期
中，河南省、汝州市、科教园区管委会
等各级各部门始终鼎力支持，主要领导
更是带头督导，现场办公，确保了整个
科教园区项目建设各节点的顺利实现。

而中国五冶集团高效的建设速度和高标
准的建设质量也赢得了社会各方的肯定。

中国五冶集团以 PPP 模式参与地方
经济建设，与当地政府紧密合作，共同
绘就一座产业新城的美好蓝图。功夫不
负有心人，2016年10月，汝州市科教园
区项目作为河南省仅有的 24 个项目之
一，入选国家财政部第三批PPP示范项
目名录，并获得相关项目奖励。

一步一个脚印，一路遍洒汗水。历
经 300 多个日日夜夜，在 3000 余名中国
五冶集团建设者的不懈努力下，汝州科
教园区项目面貌焕然一新，成了汝州市
一个全新的科技教育新高地。

中国五冶集团作为汝州市科教园区
的社会资本方及建设者，秉承中冶精
神，不忘初心，牢记央企社会责任，推
进汝州市科教园区项目建设各项工作，
推动汝州市经济发展建设，谱写中原新
篇章。

万幢高楼拔地起 敢叫荒山变新城
—— 中 国 五 冶 汝 州 市 科 教 园 区 项 目 建 设 纪 实

□通讯员 骆科伟 王域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