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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让建筑平实地“表达”自己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赵 媛

夜深了，张鹏举的工
作室里灯还亮着。忙完了
一天琐碎的事，他终于能
够静下心来将沉淀的设计
思路徐徐展现在案头堆放
的图纸上。

源于对建筑设计执着
的热爱，作为内蒙古工业大
学教授和内蒙古工大建筑
设计院院长，他的工作总是
在教学、科研和设计中不断
交替。平日里的教学和管理
工作已经足够繁忙，大部分
设计都是他利用加班时间
完成的，所以加班已经成了

张鹏举生活的一部分。
“于我而言，平实建

造，是我一向的价值观和
行动准则。”任何一个设计
师，作品都是他所有设计
理念的最终体现，而张鹏
举几乎在自己所有的作品
中都试图表达自然而然的

“平实”逻辑。
2009年完成的内蒙古

工业大学建筑馆改造就是
一个成功的例子。原本是
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处旧铸
造车间，经过张鹏举的改造
与整合，在最大限度地保留

原有厂房空间和主体结构
的基础上，巧妙地将钢柱、
铁梯、红砖墙面、水泥地面、
冲天炉、通风管道等构件结
合新的功能和空间要求加
以利用，让这一处工业遗产
焕发出大气、朴实的生命
力，让每一个进入到建筑空
间当中的人都体会到自然
松弛的状态，同时感受到浓
厚的人文记忆。也正是这件
作品，在2017年5月获得亚
洲建筑设计最高奖———亚
洲建筑金奖。

在张鹏举的设计中，

建筑不仅具有了自己的生
命，还具有了性格。他根据
内蒙古的气候条件，周密
考察建筑所在地的施工条
件和材料获取等问题，尽
可能地降低建筑的造价，
并从当地民间建筑的传统
智慧中汲取营养，将建筑
本身与当地自然、环境、人
文、生态融为一体。

正是秉承这样的理
念，多年来张鹏举完成了
一系列建筑设计，从内蒙
古工业大学建筑馆、盛乐
古城博物馆、恩格贝沙漠

科学馆、乌海市青少年创
意产业园、罕山生态馆和
游客中心等建筑，再到内
蒙古大学新校区、呼和浩
特第二中学新校区等，他
的作品除亚洲建筑设计奖
外，还多次斩获世界华人
建筑师协会设计金奖、全
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建筑
工程行业一等奖、全国人
居经典建筑金奖等行业重
量级奖项。

“我不过是在老老实
实地解决问题。”张鹏举
说。然而没有实干的精神

和辛勤的耕耘，想取得成
绩谈何容易？翻开张鹏举
放在案头的日程本，上面
清晰罗列出他每天的工作
安排，字迹密密麻麻，不仅
有事项，还显示出随变化
调整的各种排列组合。“我
的一天排得满满当当，作
评审、搞科研、谈设计、改
图纸、写规划、带学生、交
流、培训、评奖、出访，当然
包括自己动手设计……没
有日程本我几乎不能工
作。”张鹏举的话，一如他
的设计，平实而又质朴。

清瘦的身影，乌黑的
头发，一双炯炯有神的眼
睛，脸上挂着亲切的笑容。
4月26日，记者在呼和浩特
职工之家酒店见到了郑桂
杰，这样一个娇小亲和的
女性，让人很难联想到她
竟是一位从事继电保护工
作的高级技师。

郑桂杰是来参加自治
区“五一”系列活动的，她
荣获了今年的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作为达拉特发电
厂检修一部的电气二次专
工，郑桂杰负责电厂的继
电保护工作。所谓继电保
护，就是监测发电厂每一

台设备，做好维护工作，一
旦遇到突发状况，迅速找
出问题并及时处理。

这份工作的重要性不
可小觑，郑桂杰告诉记者：

“当设备出现异常的时候，
我必须第一时间准确处
理！如果处理不当，会造成
事故扩大，甚至烧毁设备。
在我们电厂，仅仅是容量
最小的一台机组，每小时
就可以发电33万度，可以
供应1000个家庭用电1个
月。而电是不可储存的，一
旦发电机组不能正常运
行，影响巨大！”

1994年大学毕业至今，

郑桂杰从事继电保护工作
已经24年，从“小学徒”变成
了“老师傅”。如今的郑桂杰
维护着达拉特电厂的8台机
组，6台330兆瓦发电机组，2
台600兆瓦发电机组。

郑桂杰说：“刚开始的
时候，我跟在老师傅后面做
一些最简单的工作。要想提
升自己的技术，就得不断地
学习，也没什么技巧，就是
拿着设备的设计图纸，一遍
一遍地学习规程。然后拿着
图纸和设备比对着看，反复
看，自己去理解和记忆。设
备不断更新，我就必须得一
直不断地学习。”

2011年，一项“5-2联
变拆除工作”关系到达拉
特发电厂500千伏、220千
伏系统的安全运行，郑桂
杰挑起关乎全厂安全的重
担。为确保安全，3周的时
间里她每天都要查看大量
的图纸，将与运行设备相
关的每一根二次线、每一
个端子都查清脉络、落实
到点，写出完善的安全技
术措施，并到设备现场逐
一核对二次电缆及端子排
号。由于先期的充分准备，
拆除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郑桂杰一直在做一线
工作，在她的工作中，一次

A级检修就需要55天。很多
时候，出现异常的机组都
是带电运行的，处理时危
险系数很大。郑桂杰告诉
记者：“每一个能够坚持在
一线的技工，都离不开对
自己工作的满腔热爱。”

多年的努力工作，郑
桂杰收获了很多荣誉。她
曾获得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劳动模范、内蒙古自治区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技术

能手、中华技能大奖等称
号，被聘为中国华能集团
公司首席专家、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面对这
些含金量十足的荣誉，郑
桂杰谦逊地说：“我觉得最
重要的是保持一颗平常
心，我还要继续努力学习。
我的荣誉离不开公司的支
持，良好的平台能够让我
远离浮躁，踏实安心地钻
研技术。”

新华社长沙5月21日电

（记者 白田田） 湖南衡阳
县洪市镇礼梓村，一条青石
小道通向夏明翰故居。这是
一座深宅大院，有40多间房
屋。来到故居的参观者常心
生疑问：“一个富家子弟为何
舍弃安逸生活投身革命？”

正是从这里出发，夏明
翰走上了革命道路，一步步
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并在
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气壮
山河的就义诗———“砍头不
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
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1900-1928），
字桂根，出生于父亲居官的
湖北秭归，12岁时随全家回
到家乡衡阳。少年夏明翰，
贴近劳苦大众，表现出对国
外列强的强烈不满。有一次

他和母亲途经汉口时，看到
滔滔长江上悬挂外国国旗
的船舰横冲直撞，心中无比
愤慨，当即写下“国耻恨难
消”的诗句。

1917年春，夏明翰违
背祖父意愿，怀着“工业救
国”梦想，考入湖南省立第
三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他和同学

们走出校门，开展了抵制
日货等一系列爱国运动。

1920年，夏明翰在长沙
结识了毛泽东。1921年，经
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夏明
翰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
后，夏明翰在长沙从事工人
运动，参与领导了人力车工
人罢工斗争，代表人力车夫
向当局严正表明“我们反加
租，我们要活命”立场，领导
工运取得胜利。

1924年，夏明翰担任
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负责
农委工作。1926年2月，他
到武汉任全国农民协会秘
书长，兼任毛泽东和中央
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
1927年6月，夏明翰回湖南
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同年７月，大革命失败后，
他参与发动秋收起义。10

月，湖南省委派他兼任平
（江）浏（阳）特委书记，领
导发动了平江农民暴动。

1928年1月，党组织决
定调夏明翰到湖北省委担
任领导工作。此时，女儿夏芸
出生才两个月，夏明翰只能
离妻别女独自前往武汉。临
行前，他意识到此行凶多吉
少，特意从街铺买来一颗红
珠，赠予妻子郑家钧，并以诗
明志：“我赠红珠如赠心，但
愿君心似我心。善抚幼女继
吾志，严峻考验不变心。”

1928年3月18日，由于叛
徒出卖，夏明翰不幸被捕。3
月20日清晨，被押送刑场。行
刑之前，敌人问夏明翰还有
什么话要说，他大声道：“有，

给我拿纸笔来！”于是，写下
了那首传颂至今的就义诗。

年仅28岁的夏明翰壮
烈牺牲后，谢觉哉等同志
组织工人将夏明翰的遗体
偷运出来，安葬在汉阳城
外长江江畔的鹦鹉洲上。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
来人！”夏明翰牺牲后的3月
22日，弟弟夏明震在湘南暴
动中英勇献身。同年6月，妹
妹夏明衡面对敌人的抓捕，
殉身成仁。弟弟夏明霹、外
甥邬依庄也先后为革命献
出了年轻的生命。

夏明翰故居的陈列室
里，保存着夏芸2005年从江
西寄来的书信复印件。这位
烈士后人在信中情真意切

地写道：“在和平年代，要当
好‘后来人’，只有堂堂正正
为人，踏踏实实工作……永
远保持光荣传统，爱国爱
民，廉洁奉公……”

“夏明翰是共产党人
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一面
旗帜、一座丰碑。”中共衡
阳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汤
志春评价说。如今，衡阳建
有夏明翰广场、明翰公园、
夏明翰中学，逢五逢十开
展大型纪念活动，不定期
开展红色主题宣传活动。

夏明翰烈士牺牲整整
90年，他立志图强的祖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其
精神历久弥新，感召和激励
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高级技师的平常心
文/《内蒙古日报》见习记者 杨 婷

夏明翰：就义感召“后来人”

夏明翰（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