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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刊

随 着 时 代 的
发展，今天的山
区贵州，一条条
高 速 公 路 不 断
延伸穿梭于山
间，不仅解决百
姓出行问题，更
促进了区域经济
发展。

如今大家出行
都习惯于选择快速便
捷的高速公路背后，离不
开默默守护高速公路的护航
人。贵州省公路开发公司黔南营运管
理中心养护工程科负责人李明健就是
其中一员，他是平塘特大桥的守护者，
主要管养贵州省首条品质工程示范路
——平罗高速公路，包含平塘特大桥、
大小井特大桥等世界级工程。

李明健1991年出生，2014年从贵州
大学明德学院工程管理专业毕业后，
2017年回到家乡平塘县，成为了一名高
速路的“守护人”。作为一名九零后，从
事公路养护工作的 5年里，李明健斗风
霜、战雨雪，以所为家、以路为业，将自
己的全部心血和汗水都倾注在了他所
养护、管理的高速公路上。

“今天风有点大，我们要小心一点
……”4月30日一大早，李明健在平塘特
大桥上升起无人机进行新一轮的 3D建
模。早晨时分，站在平塘特大桥桥面抬
头仰视，相当于 110层楼高的主塔在云
雾间若隐若现。

平塘特大桥是世界最高混凝土塔
桥，也是李明健高速养护工作中的重难
点。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贵州省平塘至
罗甸高速公路（平罗高速）建成通车仪
式在平塘特大桥引桥上举行。作为贵
州省余庆至册亨高速公路的重要一段，
平罗高速管养里程 146.391 公里，全线
共有桥梁 210 座、隧道 58 座，而平塘特
大桥作为平罗高速的控制性工程，主塔
最高处达 332 米，全长 2135 米，横跨槽
渡河峡谷，为三塔双索面叠合梁斜拉
桥，经过建设者们一千三百多天的艰苦
奋战得以建成。

要管养好世界级工程，得有深厚的
学识底蕴和一流的技术水准。2019年，
刚接手平塘特大桥公路养护工作的李
明健，还很懵懂，为把大桥管护好，他沉
下心来加强学习，把养护工作逐步弄
懂、弄通。

“一条高质量的道路，需要高等级
的养护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实现高速
公路可持续发展，需要创新管护理念，
精细化养护。”对李明健来说，如何更好
更科学养护，延长高速公路寿命，提高
其通行能力，是他和同事们不断钻研探
索的重难点。

山区高速公路因为地形、地质、气
候、海拔高度等条件的限制，桥隧相连、
坡陡弯急，道路通行保畅形势尤其是桥
梁要比其他路段严峻得多。冬季除冰
雪、保畅通，夏季防汛抢险，春季冻融防
治，道路安全畅通保障难度加大。

针对高速公路的实际情况及季节
变化，李明健在和同事们做好路况巡查
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学习新知识，掌握
新技能，结合时下热点，搭建“数字交
通”，实行“特桥特管”制度，利用无人机
对平塘特大桥进行3D建模。“3D实景模
型具有强大的数据交互功能和高精度
几何参数读取的优点，利用无人机对平
塘特大桥周围地形地貌进行航拍，利用

软件后期处理，生成
三维数字化地图，
能够精确、高效完
成巡查测量工作，
杜绝上游 500米、
下游 2000 米进行
山石开采，为平塘
特大桥的安全稳定

奠定了坚实基础。”
李明健向记者介绍。

因为大桥高度、周
边地形及无人机操作技术

等因素限制，3D建模看似简单，
实则难点不断。面对重重困难，李明健
却无比“倔强”，不会操作就找视频学，
没有资料就上网查找、没有先例就借鉴
类似例子……通过两年来的不断学习
和钻研，李明健不断更新无人机设备，
升级应用系统，技术愈加成熟、操作愈
加熟练。如今一个模块的建模只要半
个小时就可以生成，为搭建“数字交
通”，建立智慧养护平台可视化管理提
供了数据支持。

两年多来，李明健不断钻研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设备“四新”技术
的应用，在管养路段全线隧道入口安装

“太阳能同步闪光轮廓警示灯”，提醒司
乘人员集中注意力。利用远程温度记
录仪对平塘特大桥进行监测，做好抗凝
保畅工作。在平塘特大桥上安装各类
传感器，实时监测桥梁运行状况，掌握
风速风向、温度湿度、结构温度、车辆荷
载等，监测系统根据已有的监测数据，
对未来桥梁的承载能力状态作出合理
的预测和判断，为高速公路养护建立起
科技保障，将巡查工作由被动变为主
动，减轻工作强度。

在高速公路养护工作中，李明健严
格控制养护作业过程管理，精益求精、
精雕细琢，使管辖的高速公路保持良好
的技术状态。平塘特大桥有 2.135公里
的桥长，他每天都要和同事来来回回巡
查，每个月都要走进平塘特大桥内用吊
篮式桥梁检测车检查每一根钢梁。开
车驶过平塘特大桥只需两分钟左右，但
对李明健他们来说，全面检查一次平塘
特大桥，需要花费 5、6个小时。哪个地
方是什么结构、哪个地方有多少根钢
梁，在李明健的心里，对平塘特大桥的
情况早就形成了一本明细的账。

在李明健的日历中，没有节假日，
也没有严格意义的上下班，随时24小时
保持待命，确保在有突发事件发生时，
能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刚
过去的“五一”假期，他和他的养护团队
每天都将独山到罗甸这118公里的每一
米路基、路面，每一座桥梁、隧道，每一
段绿化、交安设施来来回回反复检查，
确保路貌和谐美观，驾乘体验安全平
稳。

工作中李明健的“倔强”在同事们
眼中是一颗质朴的“匠心”，这颗“匠心”
也一直在影响着同事们。“在无人机 3D
建模探索初期，采集数据自动处理图像
时，往往花费十几二十个小时，他放心
不下，每次都会在一旁坚守，大家都开
玩笑叫他‘老犟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
常敬业的人。”黔南中心养护工程科工
作人员赵帅对记者说道。

“管养好交给我们的每一米路”，是
一句简单质朴的口头话，也是高速公路
养护人李明健的初心和使命。“倔强”地
检查每一米路、“倔强”地钻研养护技
术，这份“倔强”是他对自己工作的严格
要求，也是对他质朴“匠心”的诠释。

工匠精神是中华民族执着专注、精益求
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精神气质，是中国
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记
者采访了一位化工领域的匠人，他就是贵州
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锅炉脱硫技术员兼
统计员童德军。

记者见到童德军的时候，他正在贵州芭
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的锅炉车间内巡查脱
硫系统的运行情况。一身简单的工作服、一
条牛仔裤，亲和而干练是童德军给记者留下
的第一印象。

2007年，童德军从中专毕业之后就进入
了贵州大方发电有限公司脱硫岗位学习脱
硫脱硝技术，当时他从事的是最普通的巡查
工作，只能跟着师傅努力的看、努力的学，但
他心里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份工作做
好，做一个行业内顶尖的技术能手。

6年时间，他几乎将所有专业书籍都看
了个遍。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不断努力，
勤苦钻研，2013年，童德军进入贵州桐梓发
电有限公司脱硫岗位担任班长，一直到2018
年 3月，身为瓮安人的童德军决定回到家乡
发展，进入了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担
任锅炉脱硫技术员兼统计员一职。

“当时听说瓮安新建了一个大型的化工

厂，也有锅炉脱硫系统，感觉比较适合我，就
觉得这下可以回家发展了，也可以更好地照
顾家人、小孩。”童德军说。

工作多年来，童德军啃了不少“硬骨
头”，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在他看来，不管
任务难易程度如何，都是一次学习、锻炼、提
高的机会。在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任职期间，童德军在巡查中发现，公司的脱
硫系统排放指标运行控制不稳定且氨水用
量大，这不仅造成公司生产的脱硫副产品
（化肥原料）回收率低，而且增加了公司运行
成本。

童德军说：“假如当时我们不及时处理
的话，会影响锅炉稳定运行，排放指标不受
控制，对环境有一定的影响。”

发现这一问题后，童德军立即和同事们
一起向公司申请了脱硫系统改造及合理技
改项目，项目于 2021 年 5 月顺利改造完成，
不仅提高了脱硫副产品（化肥原料）的回收
利用率，同时也降低了公司氨水的用量，为
公司节约了约390余万元。

在同事的眼中，童德军不仅是一个行业
内的技术能手，同时也是一个无私奉献的
人，他毫无保留地将专业知识传授给业内人
士，展现了一名技术带头人的工匠情怀和不

忘初心的使命感。
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锅炉车间

主任陈思福说：“童德军是一个对工作特别
认真负责的人，每天都深入现场了解问题，
发现问题就及时进行处理，经常干到晚上两
三点，把事情处理完才回家休息，对新老员
工进行培训，把操作经验及时传授给员工，
让大家迅速掌握操作要领。”

在童德军的眼中，工匠精神就是不断去
攀登一座又一座的技术高峰，攻克一个又一
个的工作难关，而他要做的就是不断充实自
我、超越自我。

“其实工匠精神就是我们的职业精神，
特别是在工艺技术这方面，还有很多东西需
要我们学习。接下来，我会努力学习工艺技
能，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努力创造新的业
绩。”童德军说。

木雕是一门古老的艺术，经历了岁月的
洗礼，其艺术的表现形式也渐趋丰富。今年
38岁的刘吉武是贵州省贵阳市清镇人，同时
也是一名退役木雕技艺人，在长顺县刘吉武
醉根艺术雕刻馆里，摆满了他自己创作的茶
马古道、吊脚楼、苗族姑娘、小背篼、足迹等
神形兼备、细腻娴熟的木雕作品。作品多以
反映乡村、乡情、乡愁为主，因造型精致逼真
而远近闻名，深受观众喜爱和赞赏，屡屡获
奖，被授予为“黔南州工匠大师”等称号。

2000年12月，刘吉武怀揣着军人梦应征
入伍。在入伍第二年，他毛遂自荐当上连队
文书，主要负责书画、黑板报、文艺宣传工
作。就地取材拿黑板当画板，每天起早贪黑
画了擦、擦了画，甚至把每月的津贴全部用
来买画笔、颜料及绘画专业书籍。见他如此
痴狂，领导给他指引新了的方向，让他在木
头上刻出些东西。

“我心想应该不难。”他说，从小擅长画
画的他深受从事木匠的爷爷和父亲启发，于
是开启了以刀代笔的木雕之路。

木雕占据了他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刀一
笔镌刻着军旅生活。半路出家的他，没有师
傅引领，只能自己琢磨。“有一次我去参赛的

时候拿了个大电锯去，把旁边的选手都吓到
了。”回忆起当时参赛的情景，那份脸红和惊
慌仿佛还在脑海回荡，他第一次觉得自己十
分需要专业的指导和工具。

“我回来后想了想，身旁的每个参赛者
都是自己的老师。于是开始拜师学习。”也
是这次学习让他一举成名。

2017 年 4 月，他结束了 16 年的军旅生
活，退役回家，更加把精力专注于木雕上。
同年12月，他前往浙江温州参加万清堂杯全
国木雕艺术大赛，花了八天时间现场创作了
让他至今最满意的作品——《小背篓》。他
高超的竞技水平获得了评委青睐，最终荣获
金奖。

“我从小生活在农村，制作这个背篓的
灵感来源于小时候祖祖辈辈都是在背篓里
成长的真实写照，以及我们那个年代当地人
所有的酸甜苦辣。”他说，在表达了伟大的母
爱和长顺民族文化元素以外，还表达了对

“背篼干部”的敬仰之情。这个作品利用香
樟圆木的自然形态依势带树皮造型，用写实
的技法雕刻小孩子，背篓用小写意去变形虚
化处理的创作技法进行创作。与传统的作
品相比，这个作品他还采取了根与石、“取”

和“舍”、雕与不雕的结合创新制作。
谈及未来，刘吉武依旧保留创作木雕的

那份淳朴。他认为，贵州的树根原材料非常
丰富，但是在乡下大部分都被村民用来做烧
火的原料。“这是十分可惜的。”他说，他想把
枯树根利用起来，嵌入当代技法，做一些贵
州少数民族为题材的根雕木雕作品，如各民
族文化，家乡风土人情等。还可以再做一些
实用的工艺品如花架、茶台、茶盘、水果盘
等。

匠人匠心，用一生做好一件事。他沉浸
在自己的手工艺世界里，慢慢打磨、淬炼心
性，用一件件作品回报时光与岁月。他说，
要做好木雕、根雕，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同时
还要创新，才能走得更远。

刘吉武：退役军人的木雕梦
■文/图 本报记者 韩延洁

高速公路的“守护人”
■文/图 本报记者 朱丽 本报平塘记者站 李启铭 廖毓齐

童德军：我只是一个匠人
■文/图 本报瓮安记者站 李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