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攻克“天地人”三重困难
主体结构钢筋混凝土春
节前完成封顶

2018年的春节，成都天府
国际机场T1航站楼项目经理
詹进生的年夜饭，是在项目现
场吃的，即将到来的春节也不
例外。作为总包方，中建八局
目前有2000多位职工奋战在
项目上，争分夺秒。

“主体结构钢筋混凝土在
春节前完成封顶，这比计划表
要提早2个月。”詹进生这句简
单的话语背后，有着众人不可
言说的努力。这一年，他们遇
到了来自“天、地、人”的三重困
难。天，是指遇上了简阳罕见
的雨季，雨水让工期延误了3个
月，好在大家日夜兼程赶了回
来。地，则是工程地质复杂，岩
层非常坚硬，施工难度非常
大。而人，则是指全国建筑行
业的招工难。

不过，一切困难都是要攻
克的。詹进生介绍，目前全场
地基处理和土石方回填、飞行
区堆载预压基本完成；航站楼
桩基工程、土方工程均完成
90%及以上；成自铁路代建桩
基工程、土方工程已全部完成；
地铁代建桩基、土方工程已完
成90%以上。

按照规划，总投资逾700亿
元的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将于
2020年基本建成，2021年投入
使用。

高铁直接穿过航站楼地下
大运会选手将享超级便
捷的乘机体验

“你看，我们脚下正在施工
的是时速350公里的高铁轨道
工程。目前能见到高铁接驳航
站楼。一般都是高铁停在航站
楼边上，乘客需要步行一段距
离进入航站楼。但是在天府国

际机场，高铁是直接穿过航站
楼地下的，乘客下车即进入航
站楼，非常方便。”詹进生介绍
道。

就在几天前，2021年第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举办
权“花落”成都，这意味着，将在
2020年底交付使用的天府国际
机场，也将为各国选手提供超
级便捷的乘机体验。“它将是集
酒店、办公、餐饮、购物、文娱、
保税为一体的巨型城市交通综
合体，到达机场的方式有很多
种，可以通过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高速直达，还可以乘坐高铁、
地铁、机场快线等。”詹进生介
绍，就在今年10月1日凌晨，成
都天府国际机场迎来首个单体
建筑——ITC项目主体封顶。
建筑面积为36752.82平方米，
地下2层，地上5层，是天府国

际机场的中心枢纽，堪称“心
脏”工程。

最大规模数字化施工现场
让我们与“未来式”乘机
梦想越来越近

数字化质量监控管理系
统，一端连接着施工现场、施工
方指挥中心，一端连接着机场
集团建设指挥部，还有一端连
接着项目监理方，运用计算机
技术、激光扫描技术、北斗卫星
定位系统、数据库技术、数据传
输技术、传感技术、多媒体技术
和储存技术等高新技术，把各
种现场数据以数字化的形式储
存、联网，再利用计算机系统进
行管理，形成质量控制信息库，
实现资源共享，从而确保施工

质量可现场实时监控、事中监
查、事后追查。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工程
施工现场，是目前国内最大规
模的数字化施工现场。”詹进生
的介绍也引起了职工代表的感
慨。全国劳模赖小刚表示，这
里见到的一石一砖，都让我们
与“未来式”乘机的梦想越来越
近，从这里也感受到成都服务

“一带一路”，以全球视野构建
国际化大通道的坚实步伐。

记者了解到，成都天府国
际机场是“十三五”规划中计划
将要建设的我国最大的民用运
输枢纽机场项目，中国西部区
域航空枢纽、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等级别的航空港之一，将负
责成都出港的全部国际航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赖芳杰 摄影 关天舜

站在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22米高台，你可以看

见上百台塔吊在繁忙工作，标
志性的“神鸟”外形的航站楼
廊道已具雏形，飞行区、航站
区和工作区三大核心工程建
设正在全面推进。

2017年12月25日，成都
天府国际机场工程正式开工
建设，规划6条跑道，年均旅客
吞吐量8000万人次，建成后，
成都将成为全国继北京、上海
之后第三个拥有两座机场的
城市，成为面向欧洲、中东、中
亚及东南亚的重要空中门户。

2018年12月23日，天府
国际机场开工已近一周年，在成
都市总工会的组织下，来自各行
各业的职工代表走进建设工地，
感受正在变为现实的蓝图。

施工现场一片忙碌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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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镜我：
以笔为刃的文化战士

朱镜我，原名朱德安，笔名雪纯，
1901年生于浙江省鄞县（今宁波市
鄞州区）。1928年5月，朱镜我经党
中央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
1月，在皖南事变中，朱镜我随新四
军军部撤离安徽泾县云岭，遭遇国民
党军队的重重包围。12日，朱镜我
在突围时壮烈牺牲，时年40岁。

在浙江宁波鄞州区横溪镇金峨
村朱家峰，有一座名为“雪纯”的烈
士纪念亭。亭两边柱上刻着“为真
理四处奔波宣传马列，誓抗日皖南
突围捐躯祖国”两行字，描述的是我
党文化战士朱镜我。

1927年 10月，为支持革命文
学事业，朱镜我从日本回到上海，加
入文化革命团体——创造社，主编
《文化批判》月刊。他宣传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
学的口号，并翻译了恩格斯的《社会
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此书成
为我国最早出版的恩格斯名著的全
译中文单行本。

1929年，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
员会（简称文委）成立，朱镜我为文委
成员，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同时，朱镜我还以一名文化战士的
姿态，积极在“左联”刊物上发表文
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国民党反
动政府，为无产阶级革命呐喊助阵。

1941年 1月，在皖南事变中，
朱镜我随军部撤离安徽泾县云岭，
遭遇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12
日，朱镜我在突围时壮烈牺牲，时年
40岁。 据新华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
暖阳相伴的冬至日，是否让你忘记了
一件重要的事情：如今已是“数九寒
天”了。用实力说话，一股冷空气已蓄
势待发，本周四川人又可以盼雪了。

冬至前夕，暖湿气流大举北上，
给我国中东部带来了回暖，盆地的
最高气温回升至两位数。冬至当
日，在暖阳的烘烤下，迎来“小高
潮”，达到了13℃以上。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25～29
日，受强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地区将
自北向南出现明显的大风降温天
气，华北、东北地区东部、江南、华
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 8～
10℃，局地可达12℃以上。

本周，盆地开启阴雨模式，雨水
主要出现在 24～25 日、28～30
日。这股影响全国的冷空气，将在
28日左右抵达四川，28～30日，盆
周沿山和高原地区有雨夹雪或阵
雪，成都日平均气温下降3℃左右。

元旦已经近在眼前，春节
还会远吗？不过，要回家过年
的亲们，一定记得提前购票
哦。按照网络购票预售期 30
天计算，12月23日是春运火车
票正式预售的第一天。

按照往年经验，川渝地区
的节前热门线路，主要为北京、
上海、广州方向返回班次。记
者查询12306发现，春运首日
（1月21日），广州至成都的12
个车次，目前只剩下个位数余
票。而北京返回成都共有9个
车次，截至23日下午2点半，余

票较为充足。其次，春运首日
上海返回成都共有12个车次，
其中有 8 个车次尚未开始售
票，已经开售的4个车次，其中
一个车次车票已经售罄。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消息，
2019年铁路春运从1月 21日
起至3月1日止，共40天，节前
15天，节后25天。总体来讲，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1330
万人次，同比增加 3176 万人
次，增长8.3%，日均发送1033
万人次，再创历年春运新高。

今年春运，铁路部门运用

新版12306网站页面，优化互
联网购票流程，增加用户扫码
登录功能，减少旅客无效点击，
方便旅客快速购票；进一步优
化验证码策略，最大限度减少
旅客在购票环节出现验证码。

同时，继续在海南环岛高
铁进行电子客票试点，以电子
客票替代纸质客票，身份证件
作为乘车凭证，实现旅客自助
进出站、自助检票乘车、自助
办 理 车 票 退 改 签 和 变 更 到
站。其次，需办理常旅客会员
激活和身份信息核验的旅客，

可通过网上刷脸认证进行身
份核验，无需再去车站窗口核
验证件，实现全部流程网上自
助办理。

在春节前和春节后，铁路
部门分别选取能力紧张方向的
部分列车，进行候补购票服务
试点，减少旅客在购票需求没
有得到满足时，耗费大量时间
和精力反复查询余票。所谓候
补购票，是指旅客通过 12306
网站或手机客户端购票，如遇
所需车次、席别无票时，可按日
期、车次、席别提交购票需求，

并在预付票款后，售票系统自
动安排网上排队候补。

同时，铁路部门优化回乡
证网上注册核验流程，实现全
程网上办理；扩大加装卡式回
乡证和台胞证专用识读设备自
动售取票机范围和数量，实现
省级以上城市所在地车站，广
东省境内高铁车站，京广、京
沪、杭深线所有高铁车站全覆
盖，方便持回乡证和台胞证的
旅客购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智

天府国际机场开工一周年
桩基、土方工程均完成90%以上
主体结构钢筋混凝土春节前封顶

春运火车票开售
春运首日广州至成都12个车次仅剩少量余票

冷空气准备发射
本周盆地开启阴雨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