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蜿蜒逶迤的冈比亚河静静流淌， 南北两岸，一
段狭长的平原，延绵了 300 多千米，切入塞内加尔共
和国的腹地。 它就是冈比亚共和国， 地域仅有 1.04
万平方千米，是非洲大陆最小的国家，陆上被塞内
加尔环绕，西濒大西洋。 由于历史原因，冈比亚经济
相对落后，基础设施薄弱，是地球上最不发达的国
家之一。

2018 年，承担着我国加强中非基础设施合作的
神圣使命，肩负着公司开拓西非援外市场的宏伟梦
想，龙建路桥人不远万里踏上冈比亚建设的崭新征
程，成为积极响应国家“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
倡议的建设者和开拓者，在西非大陆上书写下新的
路桥传奇。

中非携手谱新篇
“能够承揽援上河区公路桥梁项目，令龙建路桥

股份有限公司全体员工深感责任重大，更觉使命光
荣！ ”2018 年 12 月 15 日，在中国援冈比亚上河区公
路桥梁建设项目开工典礼上， 龙建股份副董事长、
总经理田玉龙说。

援冈比亚上河区公路桥梁项目是冈比亚新政
府执政以来，中冈政府达成的首个重大合作项目和
双边合作史上的首个道路基础设施项目，是落实两
国领导人共识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的具
体举措，具有深刻的国家战略意义。 项目建成后将
联通冈比亚全国主要道路，极大改善冈东部地区交
通状况，促进就业，推动改善冈比亚民众生活水平，
为冈比亚经济发展和社会融合增添强大动力。

项目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开标，21 家企业参与
投标，其中 20 家企业通过资格审查。 面对强劲的竞
争对手，龙建国际公司和一公司、四公司密切配合，
充分展示了企业的综合实力；龙建国际公司在商务
部评标与询标过程中展示了极强的商务能力，最
终，龙建股份以综合打分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该项
目施工总承包任务。 项目工程合同造价 5.128 亿人
民币，线路全长 51.138 公里，双向两车道沥青混凝
土路面，路基宽度 10 米，巴塞大桥 250 米，法托托大
桥 170 米，主线中桥 78 米/2 座，设计时速 60 公里/
小时，建设工期 30 个月。

调兵遣将扛战旗
援建工程意义重大而深远，龙建股份领导层多

次召开专题会议，做出周密部署，并迅速从具有丰
富海外施工经验的一公司、四公司抽调精锐力量组
建项目部奔赴现场，一场波澜壮阔的施工会战就此
打响。

2018 年 11 月 4 日，第一批员工抵达冈比亚，顾
不上倒时差，来不及报平安，就紧张的投入到前期
各项准备工作中。

设计公司员工第一时间成立项目推进组，进行施工
图纸设计。 一公司、四公司施工人员迅速领取任务，
开展营地建设、详勘、考察材料等工作。 全体人员克
服地域差异、水土不服、天气燥热等重重困难，坚定
笃行，分工协作，以精湛的技术水平和严谨负责的
工作态度稳步推进项目建设进度，打响了援冈项目
第一枪。

物资是保证工程顺利进行的关键， 经前期考
察，当地物资匮乏，建材价格高质量低，为确保工程
质量，展现“中国标准”，项目的大宗建筑材料及辅
材均由公司经国内集中采购后出口至冈国。 经过严
格把关，援外物资检验通过国家商务部援外司的批
准。 12 月 1 日，首批钢材顺利起运，漂洋过海，终于
在 2019 年 1 月 25 日到达施工现场。 此次物资运输
之旅虽然数量不多，但意义重大，材料加工费和运
费折算下来， 每吨钢材比在非洲当地采购节约近
30%。

龙建路桥人步履铿锵，用激情和热血掀起了海
外施工的热潮。 11 月 28 日，1# 营地初步具备住宿

及就餐条件， 员工生活条件得以改
善；12 月 4 日，项目土方路基施工顺
利开工；12 月 15 日， 援冈比亚上河
区公路桥梁项目开工庆典成功举
办；2019 年 2 月 1 日，巴塞大桥 4-3
钻孔桩顺利开钻；2019 年 3 月 5 日，
土方路基施工完成 （封层下 40cm）
12.8km，巴塞大桥完成钻孔桩一根，
砼拌合站投产一座，1# 营地建设初
具规模。 冈比亚上河区政府成立了
工程巡视组， 对项目工程进展给予
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情系西非建功业
在巴塞至法托托那满是深坑的

泥土路上，在遍布高草的丛林里，在
百米宽的冈比亚河面上， 龙建路桥

人顶着烈日，持续忍受 40 度以上的高温，顽强地工
作着。 他们躲避过蜇人的蜜蜂和有毒的马蜂，驱赶
过蜥蜴、毒蛇和林蟒，许多干部职工饱受蚊虫叮咬，
痛痒难忍，满身都是抓挠后留下的疤痕。 持续的高
温作业、水土不服、皮肤过敏，轮番向参建员工的身
体发起挑战。

“来之前在网上也查过这里的情况，但来了之
后发现比想象的还要恶劣的多。 ”一位参建冈比亚
项目的青年员工说。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食物匮乏、居住条件差、
工作条件恶劣没有消磨掉龙建路桥人工作上热情；
语言上的不便、生活习惯与方式上的不同、当地政
府部门办事程序上的差异也没有降低他们的工作
效率。 锐意进取、勇于担当的龙建路桥人信念坚定，
目标一致，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奉献，用实际行动践
行了龙建精神。

“How to say the name by English？ ”这是冈比亚
项目副经理塔瑞利学会的第一句英文。 为了更好地
与当地工人沟通，在初到工地的第一个月，他每看
见一件东西都要问上一句，主动向翻译和当地人学
习。 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他已经能独立安排当地工
人和设备操作手工作，成为项目英语学习活动中提
升最快的一位。

项目质检员王晨旭，到工地一个月后脸部因皮
肤过敏而肿胀、局部溃烂，他仍然坚持上路质检，项
目领导几次让他休息或临时调换工作， 他始终都
说：“已经用药了，没事，我自己的工作我必须自己
做好！ ”后来，项目强制安排他暂时调换工作并到中

国援冈比亚医疗队就医，康复后他立即申请返回至
原岗位工作。

“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干好自己的工作。 ”项
目综合办主任郭峰说。 3 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基本没
在半夜 12 点前睡过觉。 前期人员不足时，他身兼数
职，经常工作到深夜。 在人员陆续补充进场后，负责
预算计量的工作，他深感责任重大，始终保持热忱，
不敢有一点马虎。

项目工程股长宋鹏， 始终坚守施工第一线，站
白班，跟夜班，边学边干，各方面成长进步的非常
快。 在与当地居民沟通上，他也能通过正义的付出
去赢得尊重和认可。 2018 年 12 月末，他领着工人及
时救助了一台翻车中的人员。 2019 年 1 月 20 日，他
及时带领项目水车扑灭了一民居的火灾， 现在，当
地人每看到他们，都会说：“Chinese good！ ”参建人
员以自身行动，树立起龙建品牌的良好形象，为项
目的顺利推进做出了突出贡献。
“走出去”的战斗堡垒

“越是远离家乡，越需要发挥党支部的作用，把
大家的心拢在一起，劲聚在一起，成为一个坚强的
战斗堡垒。 ”项目党支部书记梁明说。 “把支部建在
项目上”是龙建股份一以贯之的做法，冈比亚项目
设置专职党支部书记， 保证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
目党支部全过程参与其中。

以打造“学习型”党支部为目标，党支部依据实
际情况，坚持开展“三会一课”，通过网络平台接收
落实使馆和公司党委的各项要求，组织学习各项文
件及讲话精神，定期主动向上级党委汇报工作。 组
织全体员工开展英语集中学习，成效明显。

考虑到职工的思乡情绪，党支部为所有员工办
理了电话卡，在办公室设置了 wifi，方便员工通过微
信和家人联系； 支部委员经常主动找职工谈心谈
话，了解职工诉求和思想动态。 党支部规定在每次
会议前全体奏唱国歌，并在请示使馆后适时举行升
旗仪式，员工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远离祖
国，每次能够唱响国歌、升起国旗我都会热泪盈眶，
感觉无比自豪”项目员工郭峰说。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项目党支部的 20 名党
员同志吃苦在前，毫无怨言，以自身的行为举止感
染和带动着身边的员工们。 抵达驻地最初的半个月
时间里，住宿床位不足，所有党员从支部书记开始，
主动为职工让出床位，自己住在地板上，直到加工
的床到位后大家才住上床。 党支部副书记、技术组
组长孙继东， 被蚊虫叮咬发炎后全身都是小水泡，
可他从不声张和诉苦，还积极联系当地医院和中国
援冈医疗队，优先让职工就医。 预备党员工长马海
峰，从夜班施工开始后，就主动接手夜班工作，毫无
怨言，充分体现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塔瑞利、王
晨旭、郭峰已经递交入党申请书，渴望成为这光荣
组织中的一员。

授人以渔传技能
一流的工程需要一流的技术人才，

由于教育的落后和生活水平的低下，导
致冈比亚民众缺乏劳动技能。 虽然公司
一直努力为冈方增加就业机会，但是招
募到合格的员工一度相当困难。 融入当
地， 就必须主要聘用雇佣当地雇员，尤
其是加强对当地雇员的专业化培养，让
他们在岗位上发挥作用。 技术工长手把
手地教他们，语言不通就用肢体语言让
对方模仿，教完后慢慢开始干，很多当
地员工的上手能力越来越强，仅仅 2 个
月，一个当地员工就可以带着几个员工

一起工作。 据统计，仅在项目前期施工过程当中，龙
建股份雇佣了大约 200 多名当地员工， 这不仅仅增
加了当地就业，还为冈比亚培养了瓦工、电焊气焊
工、设备操作手等技术工人。

法托托镇居民 Basilou 就是其中之一，刚进入项
目的时候他只是一名普通工人，龙建员工观察到此

人极为聪明，经过一段时间的引导和培训，他已经
掌握了瓦工的基本要领，现已经能够带领 4-5 名当
地工人制作简单的房基础、 水池、 围墙等工作。
Basilou 以前没有固定的工作， 自从参与桥梁建设，
加入了公司项目之后，有了体面的收入，也开始谋
划娶媳妇的事了。

巴塞镇居民 Cherno jallow 是一名个体电气焊
加工部老板，当地生意一直不景气，收入也不稳定。
中国春节期间，Jallow 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加入了龙
建团队。 可以说他的电焊水平在本地还算可以，而
在中国员工的标准下仅仅是个学徒工、 二把刀而
已，技术很是一般，平缝焊接都搞不定。 龙建员工关
志更是精心的手把手教他， 经过一段时间的苦练，
他不仅能够焊平缝，而且立缝焊接也能操作自如。

首都班珠尔的居民 Ousmane colley 更是如此，
他是一名吊车司机，在塞内加尔曾经操作过四年的
吊车，来到龙建应聘吊车司机。 初期一些小的吊装
动作还可以独立完成，但是在施工吊装较长钢筋笼
过程中就显得非常吃力。 在龙建员工李福海的指导
下，Ousmane colley 很快掌握独立操作吊放钢筋笼
技术。

授人以渔造福一方。 经过培训的技术工人熟悉
了中方标准和操作流程，可以事半功倍地在项目中
贡献力量，而掌握了专业技术的工人，收入也相应
增加，为他们带去了勤劳致富的希望。 “一带一路”
是习近平主席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共同发
展、实现共同繁荣而提出的伟大战略。 龙建股份为
能够参与其中而倍感荣幸， 这既是企业的机遇，也
成就员工个人的梦想。 相信项目员工一定能实现自
身的价值，树立企业的品牌，展现中国制造风采，为
冈比亚人民造福，为祖国争光！

—————— 龙龙建建路路桥桥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冈冈比比亚亚上上河河区区公公路路桥桥梁梁项项目目施施工工纪纪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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