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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吕志雄

18 日下午 2 时 45 分许，郑州

新世界百货大楼突发大火，经过

200 名消防官兵及时组织疏散、救

援，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就

在新世界百货大楼火情仍在扑救

之时，下午 5 时 30 分许，郑州市黄

河路服装商场二楼也突发火情，

供电突然中断，但损失并不大。

（见12月19日《大河报》）
一天两起商场火灾，一下子

把市民的心给烧乱了。经历火灾

惊魂的人发微信说：“突然里边冒

出浓烟，大家纷纷往外跑。那场

面，真的吓人……”一些市民甚至

被吓得“不敢逛商场了”。

这种怕是有理由的。这两起

火灾正是发生在全省开展商场市

场消防安全专项治理活动期间，

正是发生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安全生产之时——日前，中

央出台了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

发展的意见。在这样的节骨眼

上，一天出现两起火灾，足以说明

安全生产工作还不扎实，一些单

位和企业还存在着麻痹大意的严

重 问 题 ，安 全 生 产 形 势 仍 然 严

峻。这怎能不让市民害怕？

虽然这两起火灾都没有造成

人员伤亡，但也绝对不能掉以轻

心，其警示作用不容小视。接下

来，就是要检讨安全生产工作的

落实问题。据报道，发生火灾的

新世界百货大楼年初就发现 5 处

火灾隐患，被处以罚款。显然，安

全检查的工作做了，问题也发现

了，但企业整改却没有到位。目

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不知道

是不是之前发现的火灾隐患引发

了火灾，即使不是，此前种种隐患

也足以证明这个商场对安全生产

重视不够，没能举一反三，没有彻

查安全隐患，彻底整改。这就警

示我们，要把安全生产工作做得

更加扎实，既要严查，更要督其

改，督其全面彻底地改；查而不

改，等于没查。要以铁腕抓落实，

决不能让有安全生产隐患的单位

脚痛医脚、头痛医头，应付了事。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两起火

灾可能预示着安全生产方面有更

多更大的隐患。历史经验告诉我

们，一起看似偶然的事故，背后往

往隐藏着必然，隐藏着工作的缺

失。美国安全工程师海因里希在

1941 年 统 计 大 量 灾 害 后 提 出 了

300∶29∶1 法则。意思是：当一个

企业有 300起隐患或违章，非常可

能要发生 29 起轻伤或故障，一起

重伤、死亡事故。由此看来，这两

起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就

是在提醒我们，赶快彻查安全隐

患，防止更大事故发生。

彻查安全隐患，既要查消防

设施是否完好、临时建筑是否用

了易燃物、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等

硬件设施的问题，又要查安全观

念是否强化、安全责任是否落实、

安全制度是否科学等管理的问

题；既要查出问题，又要整出实

效，还要改革创新，健全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改革安全监管体制，

推进依法治理、建立安全预防控

制体系，加强安全基础保障能力

建设，通过完善制度体系筑牢安

全根基。7

□刘婵

自动模式下的空气净化器，始

终亮着红色报警灯，保持在最高档

运转；口罩已成路上行人的标配，白

的、黑的、卡通的，聚成一道特殊的

“风景线”；各大新闻网站头题出奇

地一致，均被本年度最重雾霾来袭、

霾区将扩至多省市等字眼占据……

这一切，让刚从海岛看风景归来的

我颇感落差太大，此时此刻，对那灿

烂阳光、金色沙滩、翠绿棕榈、碧海

蓝天的想念格外真切。

在我看来，佩戴口罩已经算是

“重装”上阵了，但在微博上看到一

群年轻人佩戴着类似防毒面具标有

“MOPS”的新防霾工具，才知道什么

是真正的“重装”上阵。它相当于

一台便携式空气净化器，已悄然在

北京等雾霾较为严重的城市流行

起来。

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采取切

实可行的科学防护措施，再怎么“重

装”也不为过。有什么比健康更重

要的呢？怕就怕有人已经为此承受

疾病甚至死亡的巨大痛苦，有人却

在谈笑风生。就像书评人萧轶所

说：“对雾霾的态度，像极了我们对

许多其他问题所表现的态度，陷入

一种循环的自我训练，从最初的猎

奇式讨论，到后来的段子式吐槽，最

终汇成习惯性麻木和无趣的话语。”

被雾霾包围的一些人“苦中作

乐”，纷纷为其写诗作赋编段子，极

尽调侃之能事，有的文章辞藻华丽，

有的段子诙谐有趣，堪称极品。那

些蹭惯了热点的自媒体怎能按捺得

住躁动的心？雾霾这么大的热点一

定要跟上啊！然而，在喧哗的戏谑

之声中，严肃的事件再次被喜剧化，

猎奇的冲动占据了上风，环境危机

则被淡化，似乎大家都已经习惯了、

默认了、接受了：这就是我们必须生

存的环境。

其中的潜台词似乎是：雾霾是

别人的事，吾辈只是旁观者。于是，

有的人一边调侃雾霾，一边延续着

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一边感叹雾霾

之重，一边为高污染行业辩护。事

实上，雾霾的出现是气象问题，更是

环境问题，其根源在于人口增加、消

费指数攀升、转型速度滞后、经济发

展方式粗放等，而这些与每个人都

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调侃者

最应该调侃的是自己。

在 面 对 包 括 雾 霾 在 内 的 社 会

“痛点”时，很多人习惯于旁观而非

参与、调侃而非建议、戏仿而非行

动。有专家说得好，与日益严重的

污染状况和民众高涨的环保热情相

比，我国公众的环保素养明显跟不

上，相关的防范和环保知识仍很欠

缺。显然，我们在调侃、抱怨之外，

需要更多地付诸行动，每个人少开

一天车、多一次绿色消费，为赢得蓝

天白云增添一份力量。7

常年在外打工的小李和女朋友小陈恋爱多年，应双

方父母要求，年前回到老家商丘市夏邑县办婚礼。小李

没想到，岳父老陈不但不要彩礼，反倒给了他一个大红

包，此外还自掏腰包买了很多家用电器作为闺女的嫁

妆。老陈告诉记者，只要他俩能在外面好好工作，好好生

活就好。（见12月19日《中山商报》）
前两天有新闻说，现在农村啥人最高兴、啥人最心

酸？农村结婚的司仪最挣钱最高兴，结婚年轻人的父母

最心酸。为啥？孩子一结婚，光花费都能掏干一个农民

家庭近 20 年的收入，甚至一夜返贫。据说有的地方，农

村年轻人结婚起步价得 50万元，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要

给女方家长的彩礼和礼金。事实上，近些年农村结婚彩

礼翻倍、攀比，绝非个案，而是成了一个影响恶劣的陋

习。一项统计显示，近 30 年农村结婚彩礼翻了几百倍，

“万紫千红一点绿”、“十万里挑一”、“三斤三两”等，已经

成为众多农村家庭无法承受的结婚彩礼之痛。

本月初，国家卫生计生委、民政部等 11 部门联合下

发《关于“十三五”期间深入推进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的

意见》，明确提出倡导婚事简办，反对包办婚姻、违法早

婚、大操大办和借婚姻索取财物等行为。夏邑县这场农

民嫁女不要彩礼的婚礼，无疑是一个移风易俗的典型。

新郎小李是个幸运儿，其岳父老陈则是位心胸开阔的明

白人，能够看透子女婚姻的关键是他们生活幸福。这也

是对过往不少农村人借嫁女捞一把等婚育陋习说“不”，

彰显了满满的正能量。

倡导婚育新风，各地不妨在各项制度规定的基础上，

通过评选模范婚育新风带头人等活动，引导大家转变观

念、移风易俗。如此，方能为农民减压，为农村减负，形成

健康和谐的社会风气。1 （余明辉）

据华西都市报报道，央视 2017年春晚将坚持“三个不
用”的原则：低俗媚俗的节目不用；格调不高的节目不用；有污
点和道德瑕疵的演员不用。如吸过毒的明星、打过架的艺人、
搞婚外恋的明星等，通通拒绝。7 图/陶小莫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

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基

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

起大落。（见12月18日《海南特区报》）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中央对房

子的明确定位。任何物品都有其主要功能，房子就是“用

来住的”，但是当房子被用来炒作赚钱时，就偏离了其核

心功能。近年来，开发商捂盘惜售、哄抬房价，中介炒作

房价、虚报房源等乱象层出，一些炒房客把房子作为投机

工具，严重损害了刚需购房者的切身利益，让公众幸福指

数大打折扣。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出的药方是，用

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五大抓手，调控房地产市场

的稳定。强调房子“住”的属性也透露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房子不是用来炒的，投机是要被打击的。“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是一个响当当的承诺，也是这个

冬天的一抹暖色。7 （李方向）

用婚育新风解“彩礼之痛”

房子不是用来炒的！

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

治霾需要每个人行动起来

要把安全生产工作

做得更加扎实，既要严

查，更要督其改，督其全

面彻底地改；查而不改，

等于没查。

工匠精神工匠精神 光耀中原光耀中原

河南十大工程建造大师河南十大工程建造大师

郭文胜：以匠心铸经典
□本报记者 侯开亮 本报通讯员 郝慧青

河南省市政公用工程优秀项目经理
第四届全国优秀建造师
河南省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
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

一个个沉甸甸的奖项，一件件匠心独具
的作品，郭文胜不仅为郑州市政建设交出了
完美答卷，还用心诠释了新时代的工匠精
神，努力成就中原建设领域的大师高度，以
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不懈的探索创新，实现了
一项项工艺革新，牵头完成了一系列重大技
术攻坚项目。

用心成就精品

工作中，郭文胜实践“工匠精神”，带领
大家学习有关“工匠精神”的管理理念，让

“工匠精神”深入人心。在工程建造过程中
精益求精，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安全是生
命、是效益；质量是荣誉。”在施工中大到预
制砼构件，小到一根焊条，他都严格按技术
要求去规范、定期检验，发现问题立即整
改。从材质入手抓好工程质量，确保一次
成优。在嵩山路—黄郭路—南三环路立交
工程施工期间，有一次他发现构件厂发到
现场砼的强度不够，有翘曲的现象，立即责
令退回。对方央求他通融一下他断然拒
绝。最后这批劣质板被退回，保证了工程
的质量。多年来，他担任项目经理的工程
都取得了突出成绩，赢得了公司领导、业
主、工程监理部门和各协作队伍的一致好
评。

管理上，以“工匠精神”为引领，按照“三
位一体”管理体系要求建立健全了岗位责任
制等管理制度，以安全、质量、环境、人员管
理为重点，分门别类，细化到位，使项目部的
每一项工作都有规范标准，每一位职工的岗
位都有行为规范。确立了“保省优、创国优”

总体目标。在制度化管理的同时把实施人
性化管理作为增强项目部凝聚力和战斗力
的关键，将其融入企业生产经营的每一个环
节，真正投入人、财、物，让企业的生产、技
术、工艺、创新等各方面的软硬环境都能得
到提升，不断吸纳前沿技术，建造出经得起
时间检验的产品，打造五建品牌。

创新引领发展

2014年，郭文胜担任公司负责的经三路—
城东路下穿金水路隧道工程项目指挥长，在
项目管理、技术创新方面大胆探索，带领项目
部团队推进智慧施工，实现了三大亮点。

主干道保通。金水路，是郑州市一条历
史悠久且繁忙的主干道路，贯通东西，也是
政府机关及文化娱乐场所集聚和连通的大
通道，素有“郑州的长安街”之称。在施工期
间实现金水路保通，意义重大。

郭文胜带领项目团队协力订制了保通
方案，按照规划，一是要做好分层诱导和路
网调配，均衡路网流量，总体把握远距离分
流原则；二是对施工区外围交通，采取分层
诱导的方式；三是配套交通管制给予协调；
四是在金水路大石桥至未来路段适当实施

单双号通行制度。并将保通分为 4 个阶
段，分别是管线改迁及保通路修筑阶段、钢
便桥架设阶段、主体施工阶段、钢便桥拆除
阶段。

项目部在金水路南北架设了两座钢便
桥，这两座大跨度斜交钢便桥长达69米，既
避开了中间地铁区域，也保证了双向 6（机
动）+2（人非）车道通行。城东路、经三路则
在部分路段进行封闭围挡，修建3米宽保通
道路，供行人及非机动车通行。施工期间，
所有路段基本没有发生交通堵塞现象和交
通事故。

“弹钢琴”工艺，五种支护形式。地铁1
号线上下行两条线，位于本工程南北钢便桥
之间区域内，因此如何实现“两保护”成为技
术人员必须解决的问题。“两保护”，一是为
对金水路上地铁1号线的保护，即桩基施工
中的保护及基坑开挖中沉降变形保护，其桩
底仅距地铁不足2米，稍有不慎，便会伤及地
铁；二是对隧道两侧重要建筑物的沉降保护
及其施工区域内管线保护，尤其是经三路西
侧，由于建筑物离隧道较近且建筑物安全意
义重大，项目部确定该部分为重点保护对
象。

郭文胜带领项目团队经过多次论证后，
研究确定了“弹钢琴”工艺作为施工方法，对
下穿金水路段进行小面积开挖，这样可以减
少每次的卸载量，以防地铁管壁隆起，最大
限度减少对地铁的影响。

下穿金水路段全长约80米，将此段一共
分为9大条，部分以钢筋砼支撑为界划分，每
条宽度8米-9米，每大块又细分为3小块，如

“弹钢琴”般进行跳跃式小块开挖，并以中间
部分作为试验段首先施工。这样的方法使
下方隧道受力面大大减少，保证了施工期间
地铁的正常安全通行。

绿色施工，糅合多技术。郭文胜带领项
目团队积极响应绿色施工号召，广泛应用绿
色施工新技术，做到“四节一环保”，即节能、
节地、节水、节材和环境保护。

坚守绿色理念

在坚守绿色理念的过程中，“四节一环
保”的效果显著。实现了节材：采用钢筋直
螺纹连接新计划，节约钢材用量312吨；方管
代替伐木技术，节约木材280m3。节能：采用
节能设备，节约用电 9310kW·h。节水：采
用基坑降水回收利用及一系列节水设备，节
约用水 6000m3。节地：施工现场禁止使用
黏土砖，办公和生活采用二层轻钢活动板
房，提高容积率，减少用地。整个场地平面
布置紧凑，实现了平面布置的动态管理，有
效节约了土地资源，减少用地25%。环保目
标实现：粉尘、噪声、光污染、污水及垃圾排
放均进行了严格有效的控制，排放均达到环
境保护目标要求。

工程共应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10项新
技术中的8大项17小项技术，保证了经三路
—城东路下穿金水路隧道于 2015 年 10月
31日顺利通车，工程获得郑州市政府嘉奖。

付出总有回报，在历年工作中，郭文胜
同志承建的工程和个人多次荣获市级、省级
和国家级奖励。他发表的《基坑工程桩撑支
护体系岩性设计参数反演研究》获河南省
2012年科技进步三等奖。

荣誉面前，不改初心。郭文胜戒骄戒躁，
始终以坚定的理想、朴实的作风和高尚的精
神，用默默无闻的工作谱写着郑州市政“铁
军”精神的新歌，用一个个精品工程映照出了
优秀项目经理无私奉献、精益求精的楷模。

“鲁班奖”有“中国建筑界的奥斯卡”之
称，该奖项是对工程建设者的最大褒奖。郭
文胜承建的郑州市京广路沙口路快速通道
工程荣获 2014—2015年度建设工程“鲁班
奖”。

“荣誉只是前进的动力，时刻提醒着我
作为一个‘匠人’该有的严谨，在以后的道路
上他将继续鞭策着我砥砺前行。”郭文胜告
诉记者。

河南五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 郭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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