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水利工程建设现在有了公认的

标准! 当一个新的水利工程开工兴建时"

领导的要求就是# 按照燕山水库的标准

去做!

燕山水库之所以能成为全省水利工

程建设公认的标准" 按照水利专家们的

解释" 是因为燕山水库创造了我省水利

工程建设的诸多奇迹 # 大坝的外观质

量 " 全国很少能有水库和燕山水库相

比 $水库当年开工 "当年截流 "在全国

!"

项治淮骨干工程中 " 燕山水库的建

设速度最快 $ 水库建设过程中采用了

十余项新技术 %新工艺 %新材料 "有不

少在我国水库工程建设史上堪称创

举 $把文化品牌融入工程建设中 "燕山

水库在全省也是第一家!

这一切 " 都和一个人有关 ! 这个

人 "就是燕山水库建管局 %管理局局长

柳锋波 ! 他从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

的建设中一路走来 " 为建设更好的水

库倾注全部的心力&&&

水利行业亮点的创新者

看看省水利厅厅长王仕尧的评价 "

就知道燕山水库在我省水利行业的分

量!

王仕尧说 #'燕山水库在工程建设

过程中 " 大胆采取了一系列先进的科

技成果 "并把安全生产 %廉洁自律和文

明文化建设始终贯穿于工程建设的全

过程 " 真正使燕山水库工程成为我省

水利行业的一个亮点 ! 燕山水库工程

建设的本身 " 证明了我省水利系统有

能力 % 有水平建设大工程并且能建好

大工程! (

我省水利系统掌门人的称许 "说明

燕山水库在我省水利工程具有标志性

的意义! 无论从投资规模%建设速度还

是从工程质量 %科技含量 "燕山水库都

无愧于这样的赞誉 ! 她无可争议地成

为我省水利行业的亮点!

燕山水库是国务院确定的
!"

项治

淮骨干项目之一 " 总投资超过
#!

亿

元 "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投资最大

的水利枢纽工程! 在建设过程中"燕山

水库当年开工 %当年截流的建设速度 "

创造了我省水利工程建设史上的奇

迹!

$%%&

年
'

月
()

日 "燕山水库主体

工程全面动工" 计划于
$%%*

年汛后截

流! 但为了早日结束沙颍河水患"省委%

省政府决定工程于
#+%&

年汛后截流 !

'这意味着"工程要提前一年截流"施工

组织设计要重新编排
,

施工方投入的人

员%设备和工作强度至少要增加一倍! (

柳锋波说!

提前一年截流带来更大的工作强

度和施工组织设计的变更 " 使建设者

们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柳锋波说"如果

按原定工期截流 " 次年汛期的度汛标

准是
$+

年一遇 ! 而提前一年截流 "次

年汛期必须利用大坝挡水 " 度汛标准

则要达到
(++

年一遇的要求! 否则"汛

期一旦遭遇超标准洪水 " 大坝将会遭

遇灭顶之灾!

当时的柳锋波面临的是无路可退 "

只能背水一战的局面!

难啊) 施工方案要进行重大调整 "

大坝基础防渗及大坝填筑施工相互干

扰影响施工 " 气候条件对工程施工也

有着重大影响 #雨雪天 "土料无法填

筑大坝 $气候严寒 "混凝土浇筑无法

进行**但柳锋波明白 "工期定下之

后 "除了战争和地震 "所有的客观原

因都苍白无力 !

但柳锋波率领的团队创造了奇迹 #

当年
(+

月
$+

日" 燕山水库成功截流 "

短短的
*

个月时间大坝具备了抵御

(++

年一遇洪水的能力 "并在次年的淮

河流域大洪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产生

了巨大的防洪效益!

很多人想知道"燕山奇迹是如何产

生的+

高科技含量水库的建设者

答案既复杂又简单#燕山奇迹的产

生 "与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科学安排 %精

心组织 "坚持科技创新 %提高工程科技

含量密不可分!

为抢工期"燕山水库建设者独创出

'以日保周 %以周保月 %以月保年 (的进

度管理模式 ! 每个施工方的工程进度

都精确到天 " 当天的工程量必须当天

完成 ! 施工方和管理方每天均 '三班

倒("人停机不停! 几个月时间里"工地

始终 '千军万马战犹酣(!

让工程插上翅膀的"首推科技 ! 燕

山水库建设过程中采用的
(+

余项新技

术 %新工艺 %新材料 "有不少在我国水

库工程建设史上堪称创举!

燕山水库输水洞调压井深
-'

米 "

直径
(+

米! 过去的输水洞调压井开挖

施工 "需要一截一截地进行衬砌 "至少

需要三个多月才能完工 ! 燕山水库采

用的滑模施工 "一次到顶 "可以节约工

期
$+

天! 在大坝基础混凝土防渗墙成

槽工艺中 "燕山水库采用 '两钻一抓 (

的施工方法 " 为大坝坝体填筑赢得了

一个月的黄金施工时间!

水闸混凝土冬季施工 "是水利工程

的一大难题 " 因为混凝土浇筑时产生

的内外温差常常导致闸墩裂缝 ! 无论

国内外 "浇筑闸墩都要避开冬季施工 !

但为赶工期 " 燕山水库采用了一项新

技术 " 让冬季施工的闸墩混凝土生长

在了春天!

柳锋波介绍 " 施工时 " 他们在闸

墩外面围上帆布大棚 "在大棚内放置

了
-+

多个煤火炉和碘钨灯 " 并在闸

墩内布设冷却水管 "以降低闸墩内部

混凝土水化后产生的热量 ! 这种技

术 "在我国水闸混凝土冬季施工中尚

属首创 !

让柳锋波自豪的是"燕山水库采用

的连锁式混凝土预制块大坝护坡技

术" 是我国水库建

设史上的第一次 !

他说" 燕山水库大

坝护坡原设计为块

石 护 砌 " 这 种 设

计" 不仅外观质量

难以控制" 而且要

大量开山采石 "严

重破坏环境! 在后

期维护时" 块石护

砌的大坝每隔几年

就要翻修一次 ! 而

采用连锁式混凝土

预制块大坝护坡技

术" 不仅使大坝呈

现出块石护砌难以

企及的漂亮外观 "

而且百年之内不考虑大坝护坡维修!

一次成型浇筑混凝土防浪墙技术 "

也是在燕山水库首次采用! 柳锋波说"

以前浇筑混凝土防浪墙时 " 均为分段

浇筑"接口处往往产生裂缝! 他们采用

的新技术 " 浇筑混凝土防浪墙时一次

成型 "不仅进度快 "质量和外观也今非

昔比 ! 一位工程院院士在燕山水库参

观之后 " 连声赞叹 #'我见过的水库大

坝中 " 燕山水库的大坝是最漂亮的一

个! (

治水新理念的践行者

'燕山水库给我搭建了一个尽我所

能报效国家的平台 " 也给我提供了一

个展示人生价值的机遇! (望着阳光下

波光潋滟的燕山水库 " 柳锋波神情凝

重!

他所说的人生价值 "不仅在于他将

燕山水库建成了我省水利工程的一大

亮点 "树立了行业形象 "还在于有机会

在工程建设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所

追求的治水新理念!

到过燕山水库的人都会有这样的

印象 #燕山水库的各种水工建筑 "在外

形 % 色彩等方面 " 都和水库周边的青

山 %绿树 %碧水 %蓝天融为一体 "呈现出

人水和谐 % 工程建筑和自然环境和谐

的景观! 这样的景观"也和柳锋波的治

水理念高度和谐&&&建设水利工程 "更

要建水利风景"建设水文化!

秉承这样的治水理念 "柳锋波在

全省率先把文化品牌融入燕山水库

工程建设中 ! 他说 "燕山水库 "不仅

要成为一座固若金汤 %确保洪水安澜

的现代水利工程 "更要成为一个湖光

山色 %充满文化内涵 %人水和谐的新

景观 !

为实现这一目标 "在燕山水库铲

起第一锹土开始 "他们就提出了 '水

下保质量 % 水上树形象 ( 的目标 "认

真做好 '水安全 %水资源 %水环境 %水

文化 (四篇文章 "完美呈现出科技燕

山 %文化燕山 %生态燕山的现代治水

新理念!

柳锋波说 # '一个新的水利工程 "

只有被赋予了文化内涵 " 才能具有

更强的生命力 ! 因此 "燕山水库必须

建立起具有自 身 特 色 的 水 文 化 "体

现出燕山水库 文 化 的 独 特 之 处 "打

造出燕山品牌 ! 这样才能为工程建

成后的持续运行 % 进入市场提供更

好的发展平台 ! (

这样的治水理念"使燕山水库一开

始就显得卓尔不群! 建设之初"柳锋波

和他的建设管理团队就开始考虑水库

的后期运行管理问题 " 请专家和商标

专业人士评选出了燕山水库的徽标 "

努力赋予燕山水库更多的文化内涵 "

打造出燕山品牌 ! 按照把燕山水库建

成国家水利旅游风景区的远景规划 "

他们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 '燕山水

库景观规划设计方案招标 ("力图将燕

山水库建成集湖光山色 %森林湿地 %工

程景观于一体的自然 % 人文风景旅游

胜地!

当各种赞誉如潮而至时 "柳锋波始

终清醒而冷静 ! 他说 " 一个工程的建

设"离不开各方支持和团队协作! 他的

成功之处 "只是尽最大努力 %在自己的

能力范围内使工程不留遗憾!

'我喜欢和水打交道!(这位从小生

活在黄土高坡上的西北汉子说 "'没搞

过水利工程的人 " 体会不到那种建设

大工程的美妙感觉 ! 每当看到工程一

天一个样 "就感到自己没有虚度时光 "

心中就有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 (

)

月
*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

务院副总理张德江作出重要批示#'煤矿

安全生产" 加强班组建设发挥班组作用

十分重要",白国周班组管理法- 是白国

周同志在井下工作二十几年安全生产实

践经验的总结和不断创新的成果! 建议

在煤矿系统推广 ,白国周班组管理法-"

把煤矿安全生产落实到班组! (

)

月
(+

日" 国家煤矿安监局要求在

全国煤炭系统推广 '白国周班组管理

法("将其印制成册"作为正在开展的全

国煤矿万名班组长培训工程的教材之

一"并逐步在全国高危行业推广!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

席王兆国"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徐光春也对学习白国周作出重要批示"

要求突出宣传白国周同志的典型事迹!

那么"白国周"这个长年奋战在百米

井下的平凡矿工和他的经验" 何以能牵

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目光+ 何以能提炼

为一个行业的工作方法+

一个晴朗的秋日" 我们走近了白国

周" 开始了解和感触这个金牌班长的
$$

年井下煤矿生涯和他的安全神话!

!当矿工不把安全当回
事 " 这样的人绝不是合格的
矿工# $

$++"

年
"

月
(&

日下午
-

时"上中班

的白国周和他的弟兄们在开完班前会"进

行安全宣誓后"准时来到工作点交接班!

斜坡
$-

度的作业面 " 湿漉漉的空

气"脚下是大大小小的石块"一踩一滑"

刚刚炮崩过的掌子头还没有挡上防护

网"'扑通(一声"一块岩石从壁顶掉落在

坡底的积水里!

'"

岁的白国周在这样的环境里已经

整整工作了
$$

年!

作为一名掘进班长"每天下井后"白

国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照'班前检查

不能少(的要求"从风门%绞车%轨道%耙

斗机到工作面"依次检查一遍"查找安全

隐患! 发现问题后"能处理的当场处理"

一时处理不了的"就用粉笔留个言"通知

工友们到岗后先处理隐患再开工!

仪器上%水泥板上"诸如此类的 '粉

笔留言(随处可见! 如'新道"绞车滚筒螺

丝松了"处理后再开车($'广辉"顶板有

空顶"马上处理(! 久而久之"工人们也养

成了到岗先找'粉笔留言(的习惯"把班

长查出的隐患处理掉"再干其他工作! 久

而久之"白国周的'粉笔留言(就成了工

作区域一道'独特的风景(!

'白班长天天都是这样做的"抓安全

一丝不苟"从不放松"我们跟着他干"虽

然忙点累点"但心里踏实) (工友小李由

衷地说!

白国周强烈的安全意识"缘于
$$

年

前的一次谈话!

(")*

年"

(*

岁的白国周因家庭贫困"

从宝丰县肖旗乡一户农家来到原平顶山

矿务局七矿开拓二队当了一名农民轮换

工"在井下从事最艰苦%最危险的掘进工

作!

刚参加工作时" 白国周像大多数农

民轮换工一样"心里总想着多挣钱"贴补

家用! 白国周的师傅李翼德就给他讲了

一个亲身经历的悲剧# 那天李翼德和工

友一起干井下巷道发碹工程" 顶棚带帽

工作完成后"他们开始清理岩壁和砌墙!

按规章要求"挖两米岩壁要砌一米的墙"

但为了省事" 他们就一次挖了五米的岩

壁! 结果还没来得及砌墙"顶棚就突然坍

塌了"一名工友当场被砸死!

'一次违章"代价竟然是一个年轻

的生命) (师傅当时的话白国周至今还记

得! 自那时起"他就暗下决心#这辈子绝

不违章)

带着这种誓言" 白国周在井下生产

一线摸爬滚打了
$$

年"

)+++

多天"居然

连磕手碰脚这样的小伤都没有出现过!

!干活不能光用力气"还要
动脑筋%干一行"就要爱一行"

学一行"专一行"精一行# $

刚上班没多久" 白国周有一次看到

一位老工人手扶钻头在岩壁上打眼"样

子很是轻松"便也要上去试试! 可是钻头

到他手里就不听话了" 扶着扶着就不转

了"后来竟然卡了进去"一下子耽误了半

个小时的生产!

一个小小的钻头怎么就有这么大的

学问+ 于是"要强的他开始借来煤矿生产

方面的书籍如饥似渴地学习! 晚上读书"

他怕打扰同宿舍的职工休息" 就制作了

一盏土台灯" 并在上面搭一条深色枕巾"

一学就是半夜! 就这样"他系统地学习了

绞车% 喷浆等
(+

余个工种的操作原理和

规程"一人拿'五证(#电车司机%绞车司

机%溜子司机%耙斗司机%班组长任职资格

证!上班第二年"他就当上了班长"成为当

时七星公司最年轻的一线生产班长!

(""&

年" 白国周被抽调到兄弟单位

支援建设开拓工程! 在实际工作进程中"

因喷浆质量上不去" 工程负责人非常着

急! 当了解到白国周平时经常钻研这方

面知识时"就任命他为喷浆组组长! 为了

不辜负领导的信任" 白国周认真学习钻

研一个多月" 逐渐掌握了喷浆方面的技

术"如风%水%压%角度%距离%速凝剂掺量

等! 白国周带领的喷浆组出色地完成了

支援建设的任务!

有'十八般武艺(的白国周更加出名

了! 在
$++.

年和
$%%*

年七星公司组织

的技术比武中"他两次获得锚喷第一名"

$%%)

年被聘为锚喷首席技师! 白国周班

被公司命名为'金牌班组(! 在历史悠久

的老矿施工"所过之处"常常被当成'样

板工程(! 同时"'安全标兵('金牌班长(

等赞誉也相伴而来!

自己学得好"只是一名好工人"带领

全班工友把技术都学好" 把安全生产落

实好"才是一个好的班

组长! 每来新工人"白

国周从最基本的要求

讲起"下井干活儿手把

手地教"打眼%放炮%支

护%架棚及生产过程中

的安全事项"毫无保留

地进行传授! 叶振立%

邢朝利 %宋德松 %薛二

孩**在白国周的培

养下 " 多年来先后有

!'

人成长为技术全

面 % 责任心强的班组

长! 这
!'

名班组长如

同蒲公英的种子"把白

国周安全生产的好经

验带到了新的班组" 他们的班组也从没

有发生过安全事故!

!班组是现场生产最基本
的单元" 也是现场管理的关
键# 抓好班组现场管理"安全
就有了把握# $

当班长
$!

年 " 白国周一直提醒自

己# 我身上担负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

安全"还有班里十几个兄弟的生命! 所以

他常常告诫工友们# 我们都是家里的顶

梁柱" 安全生产不仅关系到我们个人的

生命"更关系到全家人的幸福!

工作中" 他结合井下工作实际和自

己的实践经验" 慢慢总结出了一套班组

安全管理法"内容包括三勤%三细%三到

位%三不少%三必谈%三提高! 白国周特别

介绍了'三不少(隐患排查法和'三勤(现

场管理法"前者就是班前检查不能少%班

中排查不能少%班后复查不能少"后者则

包括勤动脑%勤汇报%勤沟通! 其中"勤动

脑就是结合生产现场实际" 对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勤动脑%勤思考"并灵活运用

各种方法"迅速组织处理! 勤汇报就是对

发现的隐患和问题" 尤其是有可能影响

下班安全生产和工程进度的" 及时向上

级汇报" 使上级在第一时间能掌握生产

一线的工作动态"合理分工"科学调度!

祁广辉是白国周班里的农民工! 有

一天"祁广辉在通风下山的平台上推车"

为图省事" 他和两名工友只是把保险绳

搭在矿车上"却没有挂上钩! 白国周看到

后" 严厉地说#'有十来个兄弟在下面干

活" 你们在上面也不挂保险绳" 如果跑

车"后果你们想到了吗+ 那可是十几条人

命) (升井后"白国周在班前会上通报批

评了祁广辉"还罚了他
.%

元钱! 从那以

后"祁广辉再也没有违过章!

白国周班里的人" 几乎都被他不留

面子地批评过" 但谁也没有真正记恨过

他! 大家不但个个佩服%感激白国周"而

且一提到安全生产" 大家都有共同的感

受#'一个班里的工友就是亲兄弟" 在井

下"我们不仅仅要自保"更要互保%联保"

在安全生产上不严%不管%不问"那就是

对生命不负责任) (

白国周的班组管理法在生产实践中得

到了应用"也创造了
$$

年安全生产的奇迹!

$%%"

年
-

月" 全国总工会为白国周

颁发了'五一劳动奖章(!

-

月底
.

月初"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鸣

起"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骆

琳"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赵铁锤分别作

出批示"对白国周的先进事迹给予充分肯

定"要求广泛宣传%认真学习白国周"提高

安全生产素质"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

月
!!

日"中共平顶山市委作出.关

于开展向白国周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

月
&

日"河南省总工会%河南省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局%河南煤矿安全监察局联合下

文"号召全省职工向白国周同志学习!

白国周出名了!但出了名的白国周还

是像往常一样"按时按点地下井"认认真

真地抓生产" 严格细致地抓安全! 他说#

'生产任务会一个个完成%结束"但抓安全

生产永远不能停步"永远没有终点! (

目前" 中平能化集团已掀起了学习

白国周"全面推广'白国周班组管理法(

的热潮"争当本质安全人"争创本质安全

岗"成为广大职工的共同选择!

中平能化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陈建

生说# 白国周是我们企业
!%%%%

多个班组

长的优秀代表! 我们将大力加强班组建设"

发挥模范引领效应" 培养众多的白国周式

的本质安全型职工" 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

管理水平"推动企业科学发展%安全发展%

和谐发展"为中原崛起做出积极贡献!

柳锋波!

用心治水 精进善建

!

本报记者 董学彦

白国周!

创安全神话的金牌班长

白国周!中平能化集团"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七星公司开拓四队掘进班长!中共党员!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

年参加工作!他长年在井下
一线坚持安全生产!先后带过的

%&'

多名职工!没有出现过
一例工伤!从他手下走出了

!&

名优秀班组长& 他取得了电
车'绞车'耙斗机等

(

个工种的上岗操作证!被公司聘为锚喷
$首席技工%& 他创造了可学可用的$白国周班组管理法%!被
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批示在全国推广!他本人也被誉为知识
型'安全型'技能型'创新型的新时期产业工人优秀代表&

!

"" ""

""

柳锋波!男!汉族!

)"*(

年
"

月出生于山西省芮城县&

)"+*

年毕业于大连工学院水工专业!

%,'-

年毕业于武汉

大学水工专业!工学硕士& 现任河南省燕山水库建管局'管

理局局长!民盟河南省委委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曾荣获

$全国水利系统先进工作者%'$河南省劳动模范%'$全省十

大三农新闻人物%'$河南省水利优秀专家%'全省水利系统

$十佳职工%等荣誉称号&

!

!河南最具影响力人物暨英模榜"

!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本报通讯员 时 达 杨跃彬

白国周在查阅科研资料!

白国周和同事们在交流工作经验!

柳锋波在工作中!

柳锋波在燕山水库建设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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