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副

2007 年 8 月 16 日

功成隐忍何须赞 魂撑广厦掣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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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参观杭州国际会议中心工程有感
要要

阴

钱江新城，位于钱塘
江杭州区段的北岸，主东
南面。
跨钱塘，越三桥。距
沿江大道 1 公里余，有高
十八层，直径 85 米，总建
吴
先 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的
。外
贵 “杭州国际会议中心”
形显圆球状，圆球面积仅
次于地球。以钢结构为主
体用材，总用钢量约 1.3
万吨。金黄色的幕墙，光
芒四射，普照大地，似初
升的“太阳”，与形似“月
亮”的杭州大剧院遥相呼应。
造型别致的新颖建筑，展现代艺术
于一景，集创新技术于一体，亮精工精品
于一处，屹立于钱塘畔，日月同辉，自然
和谐。有诗为证：
钱潮涌日出新城，精湛卓越造日人；
胸怀世界筑宇宙，天地同应瑞气升。
帅哥靓女新城行，恰似日月同辉映；
人与自然皆和谐，西兴复兴彩虹形。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吴士文冤7 月以来，酷暑逼 热量的钢结构工地上时，满脑子就只剩下一个
人，炎热难挡，使整个杭绍平原犹如一个大蒸笼， “热”字。工地上的升降架高耸入云，钢板在阳光的
这对各建筑工地来说，
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正是 反射下，闪得人眼花缭乱，工地的一边堆放着从我
为了体验建筑工人在高温下重复着一天又一天的 们工厂运来的凝聚着工厂所有工人心血的各类钢
劳动状况，也为了目睹他们的生活状态，更是为了 构件。工地上有十几个建筑工人在忙碌着，只见他
表示对一直奋勇作战在第一线的工人们的敬仰， 们都戴着安全帽，为了安全，也为了遮挡太阳，双
我们来到了杭州国际会议中心工程工地现场，亲 手戴着厚厚的手套，身着长袖长褂。有的敞着怀，
身实地的作一次体验活动。
有的因为把长袖挽起来，手臂等部位在太阳的暴
经过连续一个多小时的行程，我们一行人终 晒下，皮肤颜色已被晒成酱黑色，还有的工人甚至
于到了目的地——
—钱塘江畔的杭州国际会议中心 晒得脱了皮。在太阳的直射下，汗水顺着工人的脸
施工现场。杭州国际会议中心占地面积 47810 平 颊落下，衣服都湿透了。在建筑层的各个位置，工
方米，总建筑面积 130096 平方米，建筑高度 85 人们都按分工在忙着各自的活。这样的场景让我
米，主体由 13 米高椭圆形裙房和直径 85 米的球 想起最近电视上的一次专题访谈节目，有一位建
“ 在外面干活，
体组成，被喻为杭州的“鸟巢”，计划于 2009 年上 筑工人的话，叫我至今难忘，他说：
半年建成并投入使用。杭州国际会议中心以金色 大约每年有一万元收入带回家。虽然在外面十分
为主色调，采用现代材料钛金板及金色玻璃来表 辛苦，但是孩子们在家都很懂事，学习成绩也很优
现轻盈的体型和流畅优美的曲线，整个建筑金碧 秀，这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在外面再苦再累，流再
辉煌、雍容华贵，球体外形喻意太阳，期望钱江新 多的汗也值得……”我想，这或许就是他们的动力
所在吧！他们的工作条件真的异常艰苦，
希望社会
城如东升的旭日闪烁着万丈光芒。
进入工地，此时正是天空万里无云，炎阳灼 上有更多的人，来更好的关注高温下劳作的工人
灼，一股热浪扑面而来，地面被烈日炙烤得滚烫似 们，维护好他们的利益，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条
火。一幢巨大的初具雏形的球型钢结构建筑物首 件。
据工地上的负责人介绍，现在他们已经采取
先映入我的眼帘，我仿佛看到闪闪发光的太阳。
“太漂亮了，太壮观了！”同行的同事感慨着，赞叹 了一些防暑措施，尽量避开高温期，确保工人们的
着。那些忙碌的工人们似乎没有留意到我们这一 身心健康以及安全保障。上班时间已改为上午 6
行人，我想这是因为或许每天来来往往经过这个 点至 11 时，下午 3 时开始干活，每天作业时间不
工地的人，都在惊叹它的壮观，都对它充满了期 超过 8 小时；给每个工人发了清凉油、仁丹、风油
精等防暑降温品，还为他们准备了毛巾以及含盐
待，
工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吧。
当置身于满地都是晒得发白的泥沙和散发着 清凉饮料，工人们开工前都会先喝点正气水，减少

相求。因为尽管
我的能力再大，
但是每天天亮
的时候，我总是
会被鸡叫声给
阴李 英
吵醒。神啊！祈
星期天陪女儿去逛商店，买回一本图文并茂 求您，不要让鸡在天亮时叫了！”天神笑道：
“你去
的《幼儿行为教育》，
刚回到家，女儿就迫不及待地 找大象吧，
它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狮子跑到
发现里面有一则故 湖边找到大象，看到大象正在气呼呼地直跺脚。狮
要我给她讲。匆匆翻阅了一下，
事蛮有意义，故事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子问大象：
“你干嘛发这么大的脾气？”大象拼命摇
一天，狮子来到了天神面前：
“我很感谢你赐 晃着大耳朵，
吼道：
“有只讨厌的小蚊子，钻进我的
给我如此雄壮威武的体格、如此强大无比的力气， 耳朵里，
我都快痒死了。”狮子离开了大象，心里暗
让我有足够的能力统治整个森林。”天神听了，微 自想：
“原来体型这么巨大的大象，还会怕那么瘦
笑地问：
“但这不是你今天来找我的目的吧！看起 小的蚊子，那我还有什么好抱怨呢！”毕竟鸡鸣也
来你似乎为了某事而困扰呢！”
狮子轻轻地吼了一 不过一天一次，而蚊子却是无时无刻地骚扰着大
声，说：
“天神真是了解我啊！我今天来的确是有事 象。这样想来，我可比他幸运多了。狮子一边走，一

困境亦是 机遇

边回头看着仍在跺脚的大象，心想：
“天神要我来
看看大象的情况，
应该就是想告诉我，谁都会遇上
麻烦事，而神并无法帮助所有人。既然如此，那我
只好靠自己了！反正以后只要鸡叫时，就当作鸡是
在提醒我该起床了，如此一想，对我还算是有些益
处。”
我觉得这个故事值得一读，当我讲完后看着
（因为在这过
女儿似懂非懂的认真表情挺感动的。
程中她一直问为什么大象会被蚊子所困扰，在她
的心目中大象是无所不能的。
）于是我告诉她大自
然的动物、植物均有着各自的生活链，人也一样，
就像在我们家，爸爸教女儿画画，女儿教爸爸弹
琴。任何事物存在都有它的用处，
“天生我才必有
用”嘛！看她歪着小脑袋的可爱样，
我又告诉她，
其
实她的名字也特别有意义，
“ 晓凡”
，
“ 晓”就是“黎
明、早晨”，意寓着“努力、进取”
；
“ 凡”顾名思义就

中暑的可能。我们一行人来到建
筑层八楼，这里没有一丝风，白晃
晃的阳光烤得人身上都发烫，我
已感到有汗珠在身上不停地打
转。我用手碰了一下构件，
立刻像
触了电似的缩了回来，真的太烫
手了，心中不由得对这些建筑工
人们发出深深的敬意，他们为保
证工程进度和质量，冒着酷暑，在
工地上挥汗奋战，不辞辛苦忘我
工作；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同心协
力，战高温、斗酷暑、保质量、抢工
期，加快工程进度，始终把工程建
设摆在首位，给杭州市人民建设
一座高标准、高质量的会展中心，
确保工程如期完工。要知道这每
即将结顶的杭州国际会议中心钢结构工程
一个钢结构件都凝聚着无数建筑
工人们的心血，点点滴滴都寄托
烈日下许多人仍坚持在户外作业？可曾想到过许
着每一个杭州市民的希望啊！
短短的体验活动结束了，坐在舒适的空调汽 多工人正在烈日暴晒下挥汗如雨？可曾想到他们
车里，望着窗外美丽的都市风景，高耸入云的华丽 为了城市的正常运转，为了扮靓我们的生存环境，
建筑，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我心里久久不能够平 正在默默无闻地用辛勤的汗水装扮城市？这真是：
静。满脑子里都是建筑工地上的烈日当头，都是工 “赤日炎威地欲烟，黝躯半裸苦熬煎。功成隐忍何
。我想城市是不会忘记他
人们挥汗奋战、不辞辛苦忘我工作的场景，我想我 须赞，魂撑广厦掣云天”
已经被深深的震撼了，我们这些不用下工地、不用 们的，他们是美丽城市的奠基人，他们是当代最可
我看
户外作业的员工又有什么理由埋怨空调不够制 爱的人。从建筑工人们一道道坚强的目光里，
冷、
环境不够清幽、生活不够休闲的呢？是啊，当我 到了未来，看到了我们城市的未来，甚至看到了建
们穿过阳光，躲过热浪，钻进空调房子里，悠然自 成后的杭州国际会议中心和杭州大剧院构成“日
的壮丽景观。
得地享受着炎炎夏季里难得的凉快，可曾想到过 月同辉”
是
“平凡、
淡定”，
也就是说爸爸希望你在成长过程
中做任何事情都要努力积极进取，而对事情的结
果保持一颗平常心，
希望你能知足常乐，切莫好高
骛远。显然我女儿是被我唬住了，她睁大眼睛看着
我，拍着小手高兴地说：
“啊，原来我的名字这么有
意思，
谢谢爸爸！”
其实，一个障碍，就是一个新的已知条件，只
要愿意，任何一个障碍，都会成为一个超越自我
的契机。生活中，无论我们走得多么顺利，但只要
稍微遇上一些不顺心的事，就会习惯性地抱怨老
天亏待我们，进而祈求老天赐给我们更多的力
量，帮助我们渡过难关。但实际上，老天是最公平
的，就像它对狮子和大象一样，每个困境都有其
存在的正面价值。在困境面前保持积极、客观的
态度，沉着、冷静的面对，相信困境也会是一种人
生的机遇。

下，蓝色的泳池波光粼粼，透彻无比，池中的人在
水中翻腾、
嬉戏、
跳跃。水上进行的最后一个项目
是“水上拔河”，大学生们分成两组分别站在游泳
池中的两侧进行拔河比赛，队员们在游泳池里较
劲，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一轮又一轮的水上
争雄在泳池中上演，
热烈精彩，让人真正感受到了
要 记 2007 年 新 进大 学 生 户 外趣 味 活 动
要要
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热情。
在泳池中玩过瘾后，大家也都纷纷起身向我
动场地，大家就跃跃欲试了，在小山 几个来回打下来，手已经酸的不行，但兴奋之情溢
们的烧烤基地奔去，
刚烤好的鸡翅、牛肉串散发着
附近合了影后，便迫不及待地换了 于言表。在伙伴的催促下我们又赶回了游泳池边，
诱人的香味，早已玩的筋疲力尽的大伙围坐在一
衣服扎进泳池，蓝色的水花高高的 这儿游泳比赛也即将开始，各队派出的四名选手
溅了起来，像是盛开的礼花，为户外 在泳池边做着赛前准备，只听“咚、咚、咚”的几声， 起，边听音乐边享受着美味，这时有人提议大家来
，谁接到球，谁就表演个节目为大
四名选手已经扎入水中，开始奋力向前游去，游在 个“传球献节目”
趣味活动拉开了序幕。
在组织者的精心安排下，一项 最前面的选手是来自浙江大学的郑孟奇，他始终 家助助兴。球开始在人群中传递着，鼓掌声、叫好
项趣味活动井井有条的展开了。你 保持着领先的优势，而紧随其后的选手们也毫不 声接连不断，在一个个即兴表演的节目中，展现了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郑孟奇以良好的成绩 大学生们热情奔放、多才多艺的一面，更有几个大
看，大学生们在水中正展示着他们 示弱，
胆的男生，
邀请在座的女生和他们坐在一起，彼此
的花样泳姿：仰泳、蝶泳、蛙泳…… 摘得了游泳比赛的冠军。
本报讯 渊通讯员 俞琳琳冤2007 年新进大学 在全体都活动开后，又自发组建了两支队伍在水
泳池边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硕大的透明圆 交谈、互相了解。此时大家已不再陌生，就像熟悉
生近一个月的培训已接近尾声，即将奔赴各个工 上玩起了排球赛。水上排球不同于在陆地上，发 球，一个调皮的男生此时已经钻进球中，正欲在球 已久的老朋友一样，聚在一起畅谈人生，憧憬未
作岗位。为营造精工大家庭团结融和的氛围，集团 球、接球都有一定的难度，人在水中移动不像在陆 中站起身，尝试着在水中行走，可人还没站稳， 来，让我感觉到这是一批多么可爱而优秀的大学
团委和人力资源部在绍兴森海豪庭组织了一次别 地上那么轻松、自如，
这更增添了活动的趣味性。 “啪——
—”的一声，球已被周围的男生推到了泳池 生啊，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期望，他们是带着梦想来
我想他们的选择不会错，精工会是他们
开生面的户外趣味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充分展现
在观看了几场水上排球赛后，我们几个女生 中央，
人也倒在球内。这水球叫水上健身球，是场 到了精工，
了大学生们的青春活力和激情，给大家留下了美 便赶到网球场，练起了网球。在网球场上，专业的 地负责人特地从东湖带回来让我们体验一把在球 圆梦的地方。
夜幕渐渐降临，
此时的夜空已是繁星点点，意
好深刻的回忆，
也给新生培训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网球教练耐心地指导每个队员发球、接球，并一一 内步行、扑腾、跳跃，感受“人在球中行，球在水上
8 月 10 日下午 15：
00，集团新进 60 余名大学 对每个队员进行了训练。对于新接触网球的人来 漂”的刺激和快乐。这时喜欢游泳的几个女生再也 犹未尽的大伙也在一曲《朋友》的歌声中结束了今
生及各小组组长坐车前往目的地，在行驶了近 1 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吸引，在球场上那种洒脱、那 按捺不住了，也都跳下水去，尽管此时的阳光还很 天的活动，大家还不时回过头望望刚才欢呼雀跃
忍不住又笑了……
回想之前的一幕幕，
个小时后，
大部队到达了森海豪庭休闲区。刚到活 种热烈，
即使是挥汗如雨，
也觉得很轻松、很潇洒。 猛烈，但都抵挡不了大家的热情，在阳光的映照 的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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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onderful! Are the steel struc鄄
tures totally fabricated by our com鄄
pany?
B: 美极了浴 那些钢结构都是由我们
公司加工生产的吗钥
A: Yes, it is approximately 10,000T.
A: 是啊袁估计有将近 10000 吨遥
B: I think the materials are mostly
rectangular hollow sections (RHS),
and angles.
B: 用的材料好像大部分都是矩形管
渊RHS冤和角钢遥
A: Definitely! The detailed design
is also made by us. The connection
types are including the bolted con鄄
nection, welding and both. Howev鄄
er, we tried to minimize the weld鄄
ing at site. Therefore, majority of
work was done at the fabrication
yard.
A: 对浴 深化设计也是由我司做的浴
连接形式包括了栓接尧 焊接和拴焊

连接遥但是我们要将现场焊接的工作
减少到最少袁因此大多数工作都会在
加工厂完成遥
B: Very good. I learned a lot. I
have also heard of another kind of
connection known as rivet connec鄄
tion. Is that also commonly used in
China?
B: 很好浴我学了不少浴我也听说过另
外一种连接方式叫铆接遥现在在中国
还普遍吗钥
A: Actually not. It has not been so
widely used in China.
A: 不是的浴 现在在中国已经没有那
么普遍使用了遥
B: Thank you for your kind expla鄄
nation. Let's go the opposite side.
B: 非常感谢你的热情讲解袁 让我们
到对面看看遥
A: Fine浴
A: 好的浴
渊由海外部寿国柱供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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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本报讯 渊通讯员 孙晓朋冤7 月 29 日，
中事业部人力资源部组织到武汉新洲道观
河开展
“2007 年度年轻员工户外拓展培训”
，
有幸一道参与培训。
作为入职快一年的我，
一行 22 人，分成了两组，在各组成员
也都镇静不惊了，也都快乐轻松的
的商议下，起了两个漂亮的名字“金（精）钢 的人，
也都成功展示了自己的勇气。这正
队”、
“梦幻队”
。“金（精）钢队”名，源于对 完成，
战无不胜的信念，也迎 如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其实无论工作多
任何事情攻无不克、
就看你是什么样的态度。
合了精工人发展钢结构产业的信心。而 困难，
下午 2 点，准时集合，进行“准备活
“梦幻队”
展现的则是年轻人
“梦幻无穷、激
动”
，我们围成了一个圈，后面的人将手
情无限”的青春活力和战斗力。
到达目的地后，
稍整休息，我们开始了 搭在前面人的肩上，一起移动，然后教练
上午的拓展任务：40 米拉索过涧、30 米悬 让后面的队友为前面的队友“揉肩、捶背、
空桥降。教练员详细讲解了防护装备的用 轻轻的拍头”，过程中，有人坏意使劲、猛敲
法及注意事项，
并对两个任务进行了演示。 别人的头，弄得人员呼叫，围不成圈的；也
我们这一组首先进行 40 米拉索过涧，
揣着 有的轻轻为前方队友揉肩、捶背，让前方队
教练让所有人向后
一颗忐忑的心，我自告奋勇第一个尝试。 友感觉到了放松。接着，
然后在教练员的指导下，倒挂在拉索上，身 转，也同样是后面的人将手搭在前面人的
现在，
一切都掉了个头。可以想象的
体尽量往下坐，尽量使身体放松，
就像是被 肩上，
当初坏意作弄别人的人得到了惩罚，而
保护衣拉住，不需使一点力。耳旁一阵风 是，
得到了享受的回馈。教练
吹过，软绵的身体碰了几下涧旁的狗尾巴 当初善意与人的，
草后，发现自己已经停在涧的另一边，于 让所有队员谈谈活动感受，有人体味到了
是用手拉着拉索，快速到达地面，
一颗悬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受，也有人体味
的心仍在抖动。看着队里的每个成员，鼓 到了“付出和收获的对比”。
接下来，我们开始了第一个团队培训
起勇气，一个个顺利完成了过涧。这其中，
或惊、或叫、或笑、或闹，都只是过程，有的 活动“万里长城永不倒”，所有人也如刚才
时候，我们总认为事情太难，无法完成，但 一样，围成一个圈，慢慢行进，然后在教练
真正完成后，会觉得其实也没什么难。问 “坐下”的口令下，前面的人坐在后面人的
然后坐着前行 20 步。我们尝试了四
起同伴，下次再玩比这条涧更长、
更高的任 腿上，
回，
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
部分人
务时，
有无胆量，
回答是清一色的“我有”。
有了过涧的胆底，我们开始了“30 米 不愿意前面的人坐下来，怕伤着自己，长城
第二次，
距离太远，好些人没腿坐，比较
悬空桥降”项目，之前惊呼太高、不敢尝试 倒；

记一次拓展训练

< 英语会话 >
A: Today, we are going to visit a
project site which is under our
contract. It is being massively con鄄
structing.
A: 今天我们要去参观一个由我们
承接的工程项目现场遥 现在正在紧
锣密鼓的施工当中遥
B: Terrific! It is my first time to
visit a site. I thought it is going to
be a benefit one. I would learn
much knowledge about the steel
structures and site installation.
B: 好极了浴 这还是我第一次参观现
场遥 我想这次应该是收获颇丰的一
次参观遥 我可以学到很多钢结构和
现场安装的专业知识遥
(At the steel structure installation
site)
A: Look! That building is the one
we are going to.
A: 看浴 那个建筑就是我们要去的
了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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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长城倒；第三次，虽然都坐下了，但坐
下后，因方位不好，人员位置不够合理，每
个人都不舒服，长城倒；第四次，坐下后往
前行进的过程中，因步调不一致，长城倒。
最后，在教练的指导下，统一了距离，调整
完成了任务。过后，
每
好人员，统一了步伐，
个人都谈了自己的感想，有的说：
“不应只
顾自己能不能坐到，而应该想前面的人能
不能坐到”
，有的说：
“坐下去的人应该适当
承担点力，以免后面的人承受不住”
，还有
的说：
“在行进过程中，要有人统一喊口令
迈步伐”
。可以看出来，大家在这样的活动
中都有长进，也都领会了团队的内涵：目标
统一、互相帮助、服从指挥、
群策群力。
有感于本次拓展训练，形成以上文字。
也希望公司真正体味到员工工作的压力及
心情，多一些写意的生活，多一些有趣的培
训，多一些平凡的快乐，使我们的队伍在快
乐中得到提炼，使我们的企业在健康中不
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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