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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2016年7月1日呈黄路
开工建设，作为承建方中铁八局昆
明公司工作人员的王雪峰就来到滇
中新区，空港时代中心项目是他在
新区参与的第二个项目。

“5 年时间，新区发展变化巨
大，尤其是呈黄路 320主线桥通车
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刚来时
很少有车，现在车流量大增，智能装
备园区的厂房、长水航城周边的配
套设施更是几个月就变一个样。”王
雪峰告诉记者，为保证顺利完工，自
己所在的项目团队倒排工期、放弃
节假日，在工地赶工是“家常便饭”。

在时代中心项目施工过程中经
受考验的作业队负责人胡千，向记者
讲述了不眠不休的赶工经历：“去年
复工复产后，压力特别大。我负责的3
栋楼都是钢结构，钢构件在加工厂预
先做好，到现场进行吊装。”由于施工
场地面积较小，大楼地下室层使用的
钢构件单件足有10吨重，除了使用
塔吊配合吊装外，项目部还经常调用
工程“巨无霸”——300吨起重吊车。

“当时吊车就支在那边，我既要
负责工人安全，又要保障吊装顺利。”
胡千回忆起自己经历的大场面很是
感慨，“睡不好觉，操心的事太多了！
每周排一个工作计划，每天下班大家
会把当天的安装情况发来，我来做汇
总，马上排第二天工作任务。”现场安
装问题解决了，工厂生产钢构件的速
度又跟不上，项目部专门安排一名技
术员去加工厂上班，紧盯钢构件加
工，“等这边吊装结束，他已经完全融
入加工厂了，对生产流程非常熟悉。”

眼看大楼盖得有条不紊，离交
付使用的日期越来越近，王雪峰给
记者看他用手机拍下的珍贵瞬间，

“等工程结束，想用这些图片做个集
中展示。毕竟是我们辛勤付出的劳
动成果，是自己热爱的职业经历，我
还是自豪的。”

□ 本报记者马逢萃文 周凡马逢萃摄

从穴居到建造高层建筑，人类走过的时
光大约有一万年之久。

建筑以及建筑组成的城市是人类文明
最大规模的创造物，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地球
表面，也是每个时代文明最有说服力的标志
和载体。

机场、高铁、快速路、厂房、住宅、学校、
医院、商业综合体……此刻，年轻的国家级
新区云南滇中新区正在进行大规模基础设
施建设，这些项目构成了产业新区的生产和
生活细节。

“当我们盖大楼时，我们在想些什么？”
这是记者在新区几处工地采访建设者时，最
想问的问题。

“快快快，不能停，还得给工友们做饭。”
女工黄先米说。

“每道工序都做个‘交底’，告诉工人怎
么干，标准是什么。”工程部长汪璋坤说。

“优化方案，鼓励小发明、小创造、小革
新，让广大职工都来参与。”项目经理袁玉伦
说。

“工期压力，安全压力，环保压力。”生产
副经理费腾标说。

“平平安安干活，平平安安回家。”作业
队负责人胡千说。

“有人文底线，才有职业底线。”技术负
责人邓中根说。

“当这里繁华起来，我们又要走了。”党
支部书记王雪峰说。

……
日夜不停、辛苦劳作凝固而成的大项

目，既为新区遮风挡雨、承载梦想，也留下每
位建设者细致而深邃的印记。

他们塑造了建筑，建筑也塑造了他们。

4 月 15 日傍晚 5
点10分，高原的阳光依
旧炙热，户外温度足有
三十几摄氏度。伴随着工
程设备的阵阵轰鸣，建筑
女工黄先米和工友们轮流
出现在阳光暴晒的格纹钢筋
上，已劳作了近9个小时——
由昆明空港投资开发集团投资
建设、中铁八局昆明公司负责施
工的空港时代中心项目1-1负1
层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

“不能停，否则会出现缝隙，要
到明天早上才能把柱子和平面全部
浇筑完。”在混凝土振动器发出的突
突声中，工程部长汪璋坤扯着嗓子
告诉记者。

空港时代中心项目位于滇中新
区临空产业园核心区，距长水机场
约 10公里，距昆明主城区约 40公
里，共计7栋建筑，包括高层公寓、星
级酒店、商业裙楼、地下商业空间和
车库等，总建筑面积236706.48平方
米。2019年项目开工建设，到去年12
月30日全部封顶，目前进入墙体砌
筑、二次结构阶段，到今年底达到竣
工条件，即可交付甲方。

未来，空港时代中心将承担服务
空港高端商务和总部经济等功能。

“工程进度最紧张时，有近 600
名工人在施工现场，分班进场，每天
24小时不停工。”项目党支部书记王
雪峰是个身材魁梧的青年，先带记
者去正在铺设水电管线的高楼了解
工程进展，又用沙盘演示建成后的
景象。

“新冠疫情对工程还是有很大
影响的。2020年 2月 19日，我们正
式复工，作业团队按防疫要求纳入
管理体系，对复工返岗人员进行严
格审查筛选，既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更要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王雪峰
告诉记者。

入行已有10年的王雪峰对人颇
有观察，并且非常注意记录项目建
设进程中的珍贵瞬间。“滇中新区安
全生产月、‘赛业务技能 强员工素
质 当云岭先锋’劳动竞赛等大型
活动，我们项目部
都参加了，竞赛
激发了工人们
的劳动热情。”
他笑呵呵地
说：“我在抖
音 上 刷 到
一 个 女
工，就在
我 们 项
目部，很乐
观，发了好多
绑扎钢筋、劳动
的场景。”

王雪峰意外发现
的“抖音女工”正是从昭
通老家来新区参加建设的黄先米，
一个言辞爽利的80后建筑工人——
不仅与其他伙伴协作劳动，还负责
给小团队每天做3顿饭，把热饭热菜
送到工地上。“4个菜，2个肉、2个素，
赶工还得加一顿夜宵。”当记者问她
为什么来盖大楼，她快人快语：“工
地赚得多，比在家种地强！”

随后，满身泥点子的黄先米催
促记者赶紧结束采访：“快快快，浇
筑不能停，还得给工友们做晚饭！”

“她很厉害的，浇筑、砖砌体都
很强。”一旁的工友们向记者补充。

在云南建设投资控
股集团二建公司承建的
空港经济区大板桥集镇
C片区(C-1)地块，四标段技
术负责人邓中根带记者了解
关乎新区民生和未来发展的棚
户区改造项目：工地整洁有序，正
在建设的 23栋高楼全部采用铝模
板浇筑，相比传统木模，不仅能一次
成型，建筑细节方面更加精致。

“我负责的标段共114层，每层
6户。像这样的铝模板可以重复使
用 300次，算下来成本更节省。比
如，卫生间地面和墙面夹角需要一
个弧形，铝模板能一次成型，浇筑完
成可以直接铺防水层，不但节约了
成本，也有效避免了防水转角处空
鼓的情况。”2016年大学毕业进入
建筑行业的邓中根告诉记者，铝模
板并不是项目建设中最具科技含量
的，最难的是“在溶洞上建楼群”。

大板桥集镇项目所在区域为喀
斯特地貌，地下情况复杂，同一位置
存在多层溶洞，有些溶洞单层高达
20米，给桩基施工带来很大难度，

“光打桩就花费六七个月时间，穿过
溶洞，把桩基安放在稳定的岩层上。
我们也因此形成自己的专利技术，
像伞式溶洞验孔器、高强度坚硬岩
岩溶地区桩基施工工法、采光井防

护架体支座装置研发等 13项技
术和工法，都是经由该项目进

行创新所获得的成果。”邓
中根说。

负责空港时代中
心项目建设质量的
工程部长汪璋坤
对于科技为建筑行
业带来的改变也深
有感触。他告诉记
者，目前行业内正在
推行的建筑信息模型

（BIM）是一种可视化新
工具，“施工之前，通过软
件将大楼的每一部分都

生成三维信息模型，通过模型能清
楚知道每一根管道怎么布、每一颗
螺丝拧在哪里，相比二维图纸，更高
效地指导施工。”

“生产环境、施工环境、科技举
措相比 10年前先进许多。”2011年
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进入建筑行
业的空港时代中心项目生产副经
理费腾标对行业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很敏感，“数字化是趋势，对工人
和管理人员要求更高，目的是更省
力、更安全。”

“我们搞工程的人肯定关注最
新技术应用，像我们中铁八局昆明
公司承建的‘西南第一转体’黄马高
速浑水塘特大桥转体施工，采用的
就是先进技术。能参与这些项目是
一生的荣誉。”空港时代中心项目经
理袁玉伦说：“具体到我们这个项
目，就是不断优化方案、改进工艺，
鼓励广大职工都来参与。”

作为一名 90后的邓中根是云
南建投集团的新生力量，他对科技
带来的变化有着独到体验：“人文精
神指导技术进步，心里得有这个观
念才能做得更好。我虽然是个技术
人员，也需要先对人有理解，创造
美好的空间是为了让居住者获
得更好的体验。先有人文底线，

才有职业底线。”

云南滇中新区
建设者

致敬
快快快
浇筑平层绝不能停顿

新技术
让盖楼变得精致高效

很骄傲
为建设发展奉献心力

工程部长汪璋坤工程部长汪璋坤

技术负责人邓中根技术负责人邓中根

女工黄先米女工黄先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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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里繁华起来了，我们也要
走了”，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最
饱含情感的一句话。

一个国家级产业新区，其中密
集的公共项目、楼群隐藏着大量社
会关系，因为建筑始终是为生命服
务的。当记者在本篇开头写下“当我
们盖大楼时，我们在想些什么”，这
篇报道将要讨论的就是新区、建设
和你我的关系——当一座大楼完工
落成，它深刻着建设者印痕的生命
才刚刚开始，将来会有很多很多人
在其中工作、生活，赋予它更多珍贵
的记忆。

向新区的建设者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