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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坪场于 1992年立项建设，1997年 10月投入

运营，设计填埋量为3500吨/天。但由于全市垃圾处

理设施严重不足，下坪场就超负荷填埋，特别是2018
年以来，日均填埋量7000吨，最多的时候达到每日1
万吨以上，全场填埋垃圾总量已超过2500万吨！

根据深圳市城市公共安全技术研究院提交的

下坪场风险评估报告显示，下坪场存在调节池坝体

等 10类风险源，共 66项隐患，其中极高风险 8项、

高风险23项、中低风险35项。

2018 年 4月至 10月，下坪场先后发生 7次险

情，“7.19”渗滤液超警戒线、“8.29”特大暴雨山体滑

坡、“9.16”台风“山竹”造成的大面积覆盖膜受损

……尤其是垃圾堆体坝体和采用浆砌结构修建的

原渗滤液调节池坝体，因 2500万吨填埋物的超高

压重负和渗滤液超警戒水位，溃坝风险大有一触即

发之势，宛如一把高悬在深圳市人民头上的达摩克

利斯之剑！一旦溃坝，坝内存装的数千万吨垃圾和

4万立方的渗滤液，将直接威胁20余万居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情况危急，刻不容缓！

2018年 5月 8日，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刘庆生主持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同意将下坪场安全

隐患治理列为抢险救灾工程。按照深圳市政府要

求，市城管局选择中铁二局作为下坪场安全隐患治

理抢险救灾工程EPC总包单位，承担应急抢险任

务。

2018年11月9日，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如

桂主持召开市政府六届14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市城管局提交的下坪场安全隐患治理方案，要求中

铁二局务必于 2019年 5月底前完成除排洪隧洞外

的全部隐患治理任务。

2018年 11月，抢险救灾全面展开。作为抢险

攻坚的主力军，中铁二局五公司组织精兵强将

2300余人，大型设备 320台，闻令而动，聚集下坪

场！倒排工期，三班倒作业；挂图作战，抢晴天战雨

天，终于按市政府的要求，逐一实现施工节点：

2019年 1月 20日，比计划工期提前 10天完成

渗滤液调节池坝体加固工程；

2019年 3月 30日，环场截洪沟改造及新建工

程全线贯通过水，经受住了2019年“4.11”深圳暴雨

的考验；

2019年 4月 26日，垃圾堆体挡坝加固工程顺

利完成，仅用时106天；

2019年 5月，基本消除了下坪场全境的边坡、

堆体失稳、渗滤液渗漏污染等重大安全隐患；

2020年 6月 4日，新建排洪隧洞全线贯通，从

源头上实现了全场雨污分流，无惧洪涝威胁！

至此，“剑”摘险去，“心病”消除。

2019年6月24日，刘庆生赴下坪场调研，肯定

了工程推进和抢险效果。

2019年7月30日，广东省委副书记、深圳市委

书记王伟中赴下坪场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活动，肯定了下坪场抢险救灾工程的成绩，

认为这是“践行守初心、担使命的具体体现”。

深圳市城市安全设计院提交的下坪场风险评

估报告所列出的 10类风险源和 66项隐患，锁定了

这次抢险救灾最核心、最关键的整治内容。其中，

尤以渗滤液调节池坝体和垃圾堆体挡坝失稳、截洪

沟设施破损、排洪隧洞重建最为艰险，故有下坪场

抢险救灾的“三大战役”之称。

原渗滤液调节池坝体采用浆砌结构，内装存4
万方渗滤液。因坝体破损严重，抗滑移能力不足，

溃坝风险极高，直接威胁下游 20余万居民生命财

产安全。五公司的抢险者们采取在原坝体外部增

设重力墩+坡面结构，对原坝体空隙实施注浆填充

等措施进行加固。由于该作业面仅 6米宽、64米

长，极为狭小，同时涉及大量管线迁改，施工难度极

大。为避免施工作业对原坝体造成扰动，故采用人

工破除基岩、分段开挖浇筑等方法进行作业。对桩

井内的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气体，则采取加强检测

监控和使用军用防毒面具等办法，确保施工人员安

全，顺利地完成了加固任务。

在加固渗滤液调节池坝体的同时，加固垃圾堆

体挡坝亦同步进行。

下坪场整个库区呈葫芦形，垃圾堆体挡坝就

在葫芦口，是库区最窄最低的地方。原挡坝为土

坝，上下高差 130米，抗滑能力严重不足，失稳风

险极高，加固坝体的扰动因素极大。为确保施工

安全，经院士专家团队反复论证，决定采用人工

挖孔桩+冠梁连接方案，利用水磨钻施工，完美地

解决了桩基入岩、机械扰动、管线保护和施工安

全问题。整个坝体新增两排共 19根抗滑桩、浇筑

冠梁 193.1米，加上原坝体的一排抗滑桩冠梁，形

成了一个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网格状的整体，固

若金汤。

垃圾堆体挡坝加固工程，用时仅106天。

第一战役，告捷！

深圳每年雨季长达半年，雨量大，更有台风影

响，防洪排涝亦成为政府安全工作的重点。下坪场

原截洪沟破损老化、断面小，五年一遇的洪水都难

以满足其排洪需求。故本次改造，按百年一遇的排

洪标准设计，截洪沟沿填埋场左边的山体坡麓顺势

开挖而建，其功能就是拦截沿山坡下泄的洪水，避

免其冲击垃圾填埋场。

然而，待施工截洪沟时，时间已是2018年11月

下旬，距来年雨季的时间只有130天！而市政府要

求必须在 2019年 3月 30完成，以确保来年雨季无

虞。“3.30”节点，就是死命令！时不我待，刻不容

缓，在集团公司、五公司支持下，经过项目部团队反

复研究讨论，决定采用双向施工、分步滞后、全面推

进的办法抢建；机械设备采用双配准备方式，有备

无患，争分夺秒。

坚定的决心，有力的措施，900余工人作业的

壮观场面，硬是在 3月 30日完成开挖土方 67万立

方米、浇筑混凝土 11万方、绑扎钢筋 11万吨，修建

了一条长4126米、宽4.5米、高5.5米的截洪沟。

第二战役，凯歌高奏！

由于原排洪隧洞设计标准低，过水断面小，潜

伏着填埋区雨水难以排出、诱发堆体滑坡、渗滤液

倒排管道、环境污染等风险。故需采取新建排洪隧

洞 2400米、新建竖井 3座的方法彻底根治。但是，

由于隧洞开挖断面小的仅 25平方米，最大的也只

有33.5平方米，无法在进行开挖作业的同时开展底

板作业及二衬施工，更不能形成流水作业，工期压

力极大。同时，排洪隧洞建在填埋场内，起点高程

141米，终点高程 54米，高差达 87米，因此解决隧

洞高差、纵坡过大、水流势能冲击影响下游河道安

全的问题必须解决！

在原设计的消能方案中，要在两个竖井之间设

置消能折叠板衰减水的势能。那么还有没有更好

的方案实现消能呢？在总工程师杨刚的带领下，项

目部技术团队经过反复论证，认为可以借鉴车辆减

速带的原理，在隧道内增加消能糙条去消掉一部分

势能，待水流过两个竖井进行二次消能后，再在出

水口设置一个旋流井，进行第三次消能，将水的势

能消减到普通状态。

技术问题解决了，施工也随之提速。2020年6

月 4日，新建排洪隧洞全线贯通，真正实现了库区

全场雨污分流，彻底解决了下坪场库区排洪问题。

“三大战役”完胜谢幕。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无阻是心态！风雨兼

程是状态！”一走进项目部，就看到墙上这句极富哲

理的警示语，给人以震撼。“开工就抢工，抢险无歇

息！在这里干活，要经得起长时间、高强度抢险工

作的磨砺，受得了令人窒息的有毒有害气体的熏

陶！”这就是下坪场项目的真实写照。

为打好下坪场抢险救灾这场攻坚战，集团公司

领导高度重视，专家团队多次到下坪场项目蹲点指

导；局深圳工程指挥部领导，从项目立项到治理方

案确定，从概算编制到施工现场督导均全程参与；

五公司举全公司之力，众志成城、决战下坪。他们

成立专家单位攻坚克难，抽调 10多位项目经理级

人员加强现场管理，公司党政领导轮流值守项目，

临机决断，果决处置各种问题，为第一线的“战役”

解决后顾之忧。

进场初期，2000多辆垃圾车在库区排队通行，

污水横流，臭气熏天。为推进抢险，项目班子带领

全体员工克服恶臭和高温环境下的无电无水等困

难，将办公、住宿地点搬至现场集装箱；带领技术干

部、协作队伍冒着倾盆大雨穿越丛林踏勘进场道

路；项目班子在“7.19渗滤液漫溢告急”“8.29特大

暴雨突袭”“9.16台风山竹袭击”三次市级应急响应

中，人不分职务，时不分昼夜，坚守阵地，指挥2300
余名员工，320余台设备抢险救灾，赢得了深圳市

政府、市民的点赞：“不愧为新时代‘开路先锋’的传

承者！”

“虽然目前项目已经基本完工，但我们一定要

优质高效地做好下坪场边角余处的完善清理，确保

深圳市的这个新型环境园建设靓丽示人。”临别时，

现任项目经理李振赟对我们说。

将一个臭气冲天、蚊蝇飞窜的垃圾场建设成市

民能够休憩游览的环境园，在国内恐怕还不多见。

但经过中铁二局 2000多名建设者 400余天的日夜

奋斗，下坪场旧貌换新颜，被打造成“安全文明、休

闲参观、科普教育、鸟语花香”的生态环境园，却是

铁的事实。下坪环境园，将成为深圳市民都市生活

的又一休闲去处！

图片摄影：龙科模 胡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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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深圳市下坪固体废弃物填埋场（以下简称下坪场）一条蜿蜒的道路上行，道路左边的护坡

上鲜花盛开、绿意盎然，再往前行，“下坪环境园”五个彩色大字立于入口处。“哎哟，这明明就是公园

嘛！”车上的人感叹道。的确，这里与印象中臭气熏天的垃圾山完全不沾边。

“2020年3月20日，深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到下坪场现场调研，同意将下坪场更名为

下坪环境园。8月，下坪场生态修复项目基本完工。”中铁二局五公司下坪场项目总工程师杨刚介

绍道。

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摘“剑”去险消心病

“三大战役”定乾坤

无惧风雨守阵地

攻克“两坝体”——

抢建截洪沟——

拿下排洪隧洞——

▲场区办公楼

▲下坪场厂区大门

▲垃圾坝观景平台一角

▲新建渗滤液扩能厂

将上高原的地带，山路回环起伏，车头顺着公路游

行，阳光在窗外忽闪忽闪，汽车的轰鸣声渐渐模糊。不

知跨过多少河流、穿过多少隧道，车子猛地一顿，困倦

的人睁开眼睛：桃坪羌寨就在眼前了。

车停在山下的新寨子里，一行人经过短暂休整后，

一齐向山上的旧羌寨爬去。旧羌寨坐落在半山腰上，

所经的小路上时有端着黑红车厘子的老太婆，一声不

吭地穿过我们一行人，脸上安稳地写着“见怪不怪”。

抵近古堡时，正值天色黯淡、大风呼号，一棵青绿

的高树在一片灰白的羌寨石墙前摇曳，我扶住帽子望

向高树，看见的尽是高树背后裸山的荒凉，两座交错的

裸山背后，是一片冰冷的苍空。古堡就这么不怒自威

地屹立眼前。

与其说古堡的入口是一道巷子，倒不如说是一条

幽深地道。进入之后，便只听得见前后的脚步声，在这

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走着走着，一个拐角处忽然垂

下一束灰白的光线，情不自禁加快脚步朝亮处走去，可

转瞬间，眼前又是冰冷的黑。就这样不断跟着脚步声

走，以至于我何时真正进入羌寨都不知。

老羌寨里面座座房屋相连，全是灰白的石头搭建，

路也是灰白的，连抬头看到的天空也灰白。脚底的石

板是镂空的，石路下层不时传来水流声，听得见却始终

看不见。这样的压抑环境里，让人只想逃离。

我随即爬上碉楼，视野一下开阔，寒风也毫不讲理

地迎面冲来。碉楼之上还有碉楼，站在一处平地，环顾

四周：拔地而起的荒山直逼眼前，叫人不敢多望；身后

两座交错的裸山缝隙间，透出的竟是极远方的雪山之

尖；左右两旁的山阙处，一条阳光下正闪着金光的蜿蜒

大河顺势而来，从左至右，由远及近，再沿着山脚公路

奔流而去，带着一股寒风穿透半山的石寨，穿透石寨间

落单人的胸膛，奔流而去的远方，仍是一座苍茫大山。

揣着一腔豪迈，却只觉得古堡实在寂寂无声。花

甲老人们在石墙房屋里，靠在时间背后，坐在低矮的檐

下，斗着棋牌，闲闲聊着天，不曾看三三两两过往的行

人一眼，他们是羌寨的昨天。而山脚下的新寨，小摊簇

拥，鲜活热闹，那是羌寨的今日。不经意之间，驻足石

寨中，只听得山下新寨声声歌舞；不经意之间，行至宽

阔处，只见得老寨阁楼间也映出点点灯红。千百年前，

羌人先祖为抵御外敌，上山用石头筑起城堡；千百年

后，羌人又悄然走出古堡，在山脚平坦处建起石楼，换

了装潢，安上花窗。许多改变羌人生活的细节，就沿着

上山下山的路，在不经意间已然发生。

羌寨后方的极远处，还有一座雪山在引人观望，我

沿着已有的小道爬到能去到的最高处，到无路可攀的

地方，仍然只能望见雪山一角。这样的山间，登高也不

能望远，极目不能远眺，能去往远方的，只有呼啸而过

的风。寒风不停地奔流，一阵强过一阵，刮得人头皮麻

木，多少行人欣然走到此地，被雪山吸引却又被拒之千

里。雪山从来不为谁而待，人们经过，从来都带不走一

丝苍茫。雪山的寒傲永久留在老寨的背面，多数行人

已经走向山下新寨。

一阵寒冷之中，天色渐黑，下山而去。临近夜晚的

新寨愈发鲜活热闹，广场中篝火升起，年轻的男女游客

们逐渐在篝火边聚集，人影绰绰时，“纳吉纳鲁”的祝福

声传来。新的羌寨齐整宽阔，孩童在高楼前、在柳树

下、在人群间奔来跑去。广场上火光渐亮，把半山上古

堡的灯火盖住，人们在歌舞声中酣畅淋漓度过一夜。

次日拂晓，一行人又悄然离去，除了自己记得，谁

也不知我曾来过。

桃坪羌寨行
□李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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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对象：在职人员，学习方式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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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已月余，我想大抵还是应该写点什

么。可每每提笔，却感触良多，深感自己既写不出

郁达夫对故都之秋的思念，也写不出杨朔对香山

红叶的热爱，那便只能用贫瘠的文字来聊聊自己

的亲身感知。

时至秋日，枫红银杏黄。一场秋风吹过，便是

落叶翻飞的情景，情感也随着这些叶子凝聚。叶

落之景不由得就让人联想到春之新绿，想来昨日

与今日终是割断不了联系，彼地与此地亦然。如

此，在北方想起南方，或是将两地之景加以对比，

那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与南方相比，北方的秋来得匆匆忙忙。如果

说南方的秋是个温婉的小家碧玉，那北方的秋无

疑是位豪爽的侠客少女。立秋刚过，北方的秋就

以一种格外耀眼的姿态进入所有人的眼帘，初初

盛开的菊或者是一夜变黄的叶都在不断提醒世

人：北方已是秋季。

初入项目部是夏季，还是夏蝉的时代。我曾

随蝉鸣而醒，随蝉鸣而眠，也一度以此来排解自己

初来乍到的茫然。但立秋刚至，我与蝉还来不及

告别，它们就瞬间消失了踪影。虽知晓这是常态，

但仍然会有一些失落，但我想更多的应该是感激

吧。感激它们的声音曾伴我度过最初那段孤独的

日子，也感激它们的存在见证了我的成长。

入了秋，终是与夏日不同，最明显的便是温差

变化。白天许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与夏季无

异。但临到晚上，便突觉天气转凉，单薄的衣裳已

经不能满足保温的需求，所以外出带上外套最为

适宜。北方的秋与南方的秋亦有相似之处：同样

凉爽的天气会让人备觉舒畅。一阵秋风吹过，一

场落叶雨洒落，一股花香传来，在这样的氛围中很

难不让人放松下来。突然觉得如此多关于秋天的

诗词被流传下来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诗人看见秋

景留下感慨，后人再遇此景便想起前人之句，怎会

不觉感同身受！

微凉的秋雨是许多诗人的心头好。今年自入

秋以来已经下了好几场雨，如果说南方的雨犹如

情窦初开的少女，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

面；那么北方的雨便如十七八岁血气方刚的汉子，

行如风，快如电，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北方的秋

雨似乎比南方的秋雨少了一股子的哀怨气息。在

南方听雨，听的是细细雨声穿林打叶，如深闺女儿

轻声呜咽；而在北方听雨，听的是昨日之事转瞬即

逝，明日回响必将铿锵有力。两种情感许是与所

处环境有关，但我觉得它们都是烟火生活中有趣

的调剂。

细想之下，南方的秋更像是一种隐秘的秋：不

张扬，是平和的转变；而北方的秋则是显眼的秋：

鲜艳生动，能在一瞬间就瞧出变化。譬如办公室

楼下的果园，抬眼可见的微红苹果、紫红山楂、黄

红柿子，无一不在时刻提醒着独立于城市喧嚣之

外的我们：秋天已至。

其实无论是南方的秋还是北方的秋，我们都

无需因花枯叶落而徒增伤感，万事万物皆有定数，

只有在不断的转变和适应中，我们才能变成更优

秀的自己。

南北之秋
□王 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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