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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项目装上“千里眼”，打
造智慧工地

6 月 9 日，笔者在五矿二十三冶总
部的远程监控指挥中心看到，在这个公
司的“大脑神经中枢”，二十三冶所有在
建项目的情况一目了然，通过指挥中心
的可视化平台，足不出户便可了解项目
现场施工情况，对项目进度与管理了如
指掌，就好似给项目装上了“千里眼”。

“信息化建设是现代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必由之路，二十三冶在以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
革命中不断探索，积极推进信息化与企
业战略管理、内控体系和组织变革深度
融合。”五矿二十三冶党委书记、董事
长宁和球表示。

2019年，五矿二十三冶以信息化建
设业务需求为导向，从“明你所求、建你
所需”出发，10 个智慧应用项目落地。
其中，2个项目正式上线，2个项目试点
上线，3个项目将于近期上线，5个项目
采用 ECO 模式，部门员工担任项目经
理，充分发挥设计、运维在项目实施中
的价值，降低实施成本约200万元。

5G应用将人与人之间的通信扩展
到万物连接。面向未来 VR/AR、智慧
城市、智慧农业、工业互联网、车联网、
智能家居、智慧医疗、无人驾驶、无人
机、应急安全、智能家居、物联网等。

近年来，五矿二十三冶深耕BIM项
目实施，2019 年推广应用 BIM 项目 27
个，覆盖面积376.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了109%。除了给项目带来明显的经济
效益，同时还能解决技术难题、提升项
目管理能力附加值。

随着BIM应用的落地生根，BIM成
果也百花齐放。2019年五矿二十三冶
获得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颁发的《年
度工程建设行业互联网发展优秀实践
案例》，中国建筑协会BIM大赛三等奖，

湖南省 BIM 大赛一等奖、三等奖，广东
省BIM大赛二等奖，校企技能对抗赛更
是包揽了比赛前两名。

五矿二十三冶首席信息官、信息中
心总经理邹健介绍，BIM 技术只是“智
慧城市”的一个细胞，仅靠单个 BIM 技
术还不够，还得提供各个BIM单体之间
连接网络管理能力，才能提升管理和空
间分析能力。大规模建筑群的 BIM 数
据管理能力有了大数据做支撑，每一个
建筑就“活”了。建筑信息模型（BIM）如
同给建筑做了个 CT 扫描，利用智能算
法对工程进行用量分析，协助投标报
价、指导采购计划，减少材料浪费，二次
转运，通过碰撞检测消灭“增生组织”，
减少项目返工等。

智慧建造可视化管理是五矿二十三
冶实现项目可视化管理的创新模式，集
成视频监控系统、无人机、鲁班BIM、VR
安全体验馆、ERP等子系统，通过采集数
据、分析数据。基于可视化与虚拟模型
融合，形成“大数据远程可视化与监控”
的体系，打通远程监管的数据链条，实现
人员、项目形象进度、安全文明施工、材
料出入及堆场管理等各业务环节的可视
化管理，实现“可视化”与BIM系统间现
场动态数据与虚拟模型数据的跨界融
合，最终将各个项目的可视化参数通过
智能可视化管理平台展现出来。

五矿二十三冶广泛尝试 BIM 与其
他技术的融合，重视新技术系统研究开
发，持续改进和集成已有系统，全面打
造智慧工地，实现高质量施工、安全施
工以及高效施工和管理。

“智慧建造对提升项目施工现场的
核心安全和现场管理起了重大作用。
通过移动应用，可远程看到全国各地任
何一个工地现场，对工地的安全防护、
环境监测、设备检测、劳工实名制等方
面都能了如指掌。比如说环境监测，只
要扬尘一多，到了预警位置，工地的喷
水装置就自动打开，完全实现智能化生
产。”邹健介绍。

目前，五矿二十三冶新开工项目中
的重点工程、市政工程和内部协同项目

BIM 应用覆盖率 100%，确保了重点监
管项目 100%实现智能可视化。依托

“远程可视化大数据监控”，实现人员出
入、项目形象进度、安全文明施工等各
业务环节的可视化管理。

开启“云模式”，发展提
质增效

为提升管理效率，推进企业提质增
效。五矿二十三冶大胆运用新形式、新
手段，开启线上“云模式”，将“数字化”
融入生产、管理等环节中，提升管理效
率，增加运营效益。

据了解，五矿二十三冶构建了一个
以集团为中心，贯通整个项目部的网状
云视频网络，最多可同时达到一万人在
线会议。以前，项目工期紧，从项目部回
公司不方便，不能回来参加会议，现在，
只要打开云视频会议系统，随时随地远
程调度、人员的在线培训、互联互通，打
通了公司与项目部的“最后一公里”。

今年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移动办
公成为最流行的办公方式，五矿二十三
冶很多审批流程也从线下搬到了线
上。公司建立了从局域到广域、从虚拟
现实到云端沟通、从孤立到物联的基于

“小前端、大后台”“千里眼、顺风耳”式
的信息化支持体系。每场会议都安排
专人值守，负责会议中音视频、图像、双
流信号的技术支持，保障云视频会议的
高效沟通，为公司项目大面积复工复产
按下了“快进键”。

施工企业点多线长面广，开会、培训
组织起来难度不少。五矿二十三冶依托
自主开发的云视频会议系统，有效解决

了这一难题。今年3月，五矿二十三冶党
委举办一年一度的党务干部培训班，与
以往不同的是，今年的培训搬到了“线
上”，通过“云培训”实现全覆盖。

由于公司项目遍布全国各地和海
外，党务工作者分散，集中线下培训不
仅耗费人力物力财力，且很难做到全覆
盖。为真正破解党建工作的“痛点”，攻
克党建工作的“难点”，此次“云课堂”覆
盖到公司160余个党支部的340余名党
务工作者，打破了空间的限制，让远在
青海、西安、贵州、云南以及海外的基层
党务工作者 ，在疫情期间，不用来回奔
波，就顺利参加了一天半的非常“云课
堂”，成为公司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范
围最广的党务干部集中教育。

“今年疫情期间，公司通过大大小小
的视频会议，安排工作、调度指挥，为企
业快速复工复产立下了汗马功劳。”邹
健表示，信息化建设为企业管理带来的
效率提升与效益增加，逐渐显现出来。

随着生产方式的智能化转变，五矿
二十三冶网上办、马上办、远程办的工作
特点也在时间、空间方面发生了改变。
在五矿二十三冶的工作流程监测系统，
能清楚的看到上到董事长下至普通职员
的每日工作信息和待处理信息，结合企
业微信推送、大屏幕滚动展示等流程超
时信息，通过对“数、质、效”的监控，企业
管控效能和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信息化建设为企业插上腾飞的“翅
膀”。五矿二十三冶 2019 年实现开拓
量 525 亿元，同比增长 11.12%，签约量
458亿元，同比增长29.5%；营业收入超
200亿元，同比增长超40%，再创历史新
高。今年1至5月，公司科学防控疫情，
有序复工复产，各项经济指标运行平
稳，企业影响力与竞争力不断增强。

五矿二十三冶党委书记、董事长宁
和球表示，作为一家传统建筑企业，经
过几年的努力，二十三冶已顺利完成了
从企业信息化到信息化企业的过渡，未
来五矿二十三冶将借助新技术、新成果
的推广应用，逐步向高度信息化、数字
化、智能化的智慧企业转型，促进企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

项目装上“千里眼” 开会培训“上云端”

五矿二十三冶：信息化为企业插上腾飞翅膀

真抓实干在湖南
五矿二十三冶总部的远程监控指挥中心。

五矿二十三冶智慧工地云平台示范项目——神农湾项目。

今 年 疫 情
期间，五矿二十
三 冶 通 过 召 开
视 频 会 议 调 度
疫 情 防 控 与 复
工复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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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华 汤 婷

咫尺天涯到天涯咫尺，这不再是纸
上谈兵。五矿二十三冶把5G应用扩展
到万物互联，依托于“SAP-ERP+BIM+
智慧建造”的大数据应用，实现了从企
业信息化到信息化企业的完美蝶变。

湖南日报记者 李茁 徐德荣 唐曦

“呜喂，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船儿呀随着微
风荡漾，送我到日夜思念的地方……”

6月8日下午，雨后的官家嘴，白云在蓝天映
衬下，镶嵌在山谷里，好似一朵朵洁白的雪莲。
一阵稚嫩的歌声飘来，悠扬婉转，给沉寂的山谷
增添几许生机。

歌声来自祁东县官家嘴镇启航学校留守儿童合
唱团。作为湖南省第一支由留守儿童组成的合唱
团，该团现有42人，都是小学三至六年级学生，他们
因唱歌而快乐，更为有朝一日能走出大山而憧憬。

祁东县是 2017 年脱贫摘帽的省级贫困县，
留守儿童较多，如何让他们健康成长？启航学校
探索成立合唱团，用音乐为孩子们打造一片心灵
港湾，为他们带去欢乐和梦想。

“我感到很快乐”
因为今年开学晚了很多，合唱团挤出时间增

加排练次数。
排练队伍中，有一个皮肤晒得黑亮的精瘦小

男孩，额头上挂着星星点点的汗珠，正仰着脖子
认真唱歌。唱到高音部分，他的眉毛不断往上
扬，显得十分吃力。

小男孩叫康康，是学校今年新选拔的合唱团
预备队员。为赶上“老队员”的进度，他提前半小
时，就和班里几名新入选的小伙伴赶来练习。

“好听吗？”唱了一小段后，他睁大眼睛，迫不
及待地问一旁的记者。

合唱团指导老师潘再高笑着拍拍他的小脑
袋，表扬并指导了几句。小男孩点点头，又站到
一旁反复练习。

潘再高说，自从有了合唱团，校园里总是歌
声不断，不少孩子上下课的路上、去食堂打饭的

途中，都会哼唱几句。
“学校共有1800余名学生，86%是农村留守儿

童，其中一部分还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孩子。这
些孩子大多性格内向、自卑。”启航学校董事长陈亮
伟告诉记者，为滋养和温暖留守儿童稚嫩而孤独的
心灵，也为他们提供像城里孩子一样的学习机会，
2017年4月，学校成立了一支由留守儿童组成的合
唱团——启航留守儿童合唱团，由小学三至六年级
的留守儿童组成，每年补充更新成员。

合唱团每周排练五六次，这成为留守儿童们
欢乐的源泉。

“今年母亲节，女儿给我唱了好几首歌，有她
们的排练曲目，还有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管
娇娥是一位单身母亲，早些年在珠海务工，将孩
子交由外婆抚养。

管娇娥说，女儿琪琪性格内向，过去从不与她交
流学校的事情，但加入合唱团后，隔两天就会迫不及
待地同妈妈分享排练进展和趣事。“前两天感冒，嗓
子哑了，我让她休息两天再去排练，她怎么也不肯，
还一个劲跟我保证会多喝水保护嗓子。”管娇娥说。

“在合唱团，我们的心在歌唱。我感到很快
乐，要把这种快乐也传递给妈妈！”琪琪的话，让
管娇娥感到十分欣慰。

“我找回了自信”
在启航留守儿童合唱团里，与欢乐一同生长的还

有“自信”，已上初中的小波就经历过这样一场蝶变。
“怕家里人说，也怕别人听了笑话。”十几岁

的孩子，曾经心事重重。小波告诉记者，有人说
男孩子唱歌跳舞花里胡哨，不稳重也不务正业，
所以他过去从不在人前唱歌，只在家独自跟着电
视节目轻轻哼唱。

2018 年一堂音乐课上，一道亮光与他的小
心思撞了个满怀。

“唱了两句，老师就夸我很有天赋，要选我到
合唱团。”回忆当时情景，羞涩的小波笑了起来。

有了老师的认可，小波加入合唱团的事也得
到了家人支持。不久，他还参加了学校的绘画兴
趣班，成为音乐、美术同时发展的佼佼者。

“我找回了自信！”小波颇为自豪地说，经一
年多努力，他不仅登上了湖南音乐厅的大舞台，
还多次在省及衡阳市美术比赛中拿奖。“学校门
口挂的那幅大老虎，就是我画的！”他说。

“我们专门设置了心理咨询和人生规划室，
配合音乐、美术、体育等教育手段，启发孩子们独
立思考的能力，让他们能认清自己的兴趣与特
长，自信成长。”陈亮伟说。

像小波一样，小女生雅萱内心的“自信之花”
也悄然绽放。

在排练队伍里，雅萱明显比高年级的哥哥姐
姐们矮一些，但昂首挺胸的气势毫不输人。

“学校经常组织一些节会演出，合唱团表演
是每次的保留节目，孩子们要在全校师生和家长

面前表演，是很好的锻炼机会。”雅萱的妈妈贺娟
娟说，孩子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性格有些自
卑，“过去只要别人一个质疑的眼神，她就说‘我
不行、我不去算了’。”

经过合唱团的培养与同龄人的互相感染，雅
萱越来越乐观开朗，爱上了这个展示自己的舞
台。“前两天老师还夸她唱得好，让她站‘C 位’

（中心位置）呢！”贺娟娟说。

“我会勇敢追逐梦想”
留守儿童普遍“早熟”，由于父母不在身边，

他们早早成了家里的“半劳动力”——帮着带年
幼的弟妹，或跟着爷爷奶奶下地干活。

“他们对外界的认识，主要来自电视、广播，以
及偶尔与远方父母打的一通电话。你问他们长大
后的愿望是什么，许多孩子只是懵懂地说‘我想去
看看外面的世界’。”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王育霖说，几年前一次偶然机会，他与启航学校留
守儿童有过一段时间的亲密相处，令他深受触动。

“梦想是孩子成长的翅膀，每个孩子都有追
梦的权利！”满腔热忱的王育霖，志愿担任启航留
守儿童合唱团团长，他说，要通过艺术、通过舞
台，让这些留守儿童敢于有梦、敢于追梦。

为了提高孩子们的艺术水平，几年来，王育
霖和他的研究生团队每周来学校给合唱团排练
一天，平时通过电话、视频进行指导。学校也多
次邀请深圳童声合唱专家李兰老师、湖南城市学
院白卓灵老师前来指导。

合唱团的演唱水平很快得到提高，并逐渐唱
出了影响力：

2017年5月，登上衡阳市首届“建班制合唱
团”祁东分赛区的舞台，获得衡阳市二等奖；

2018年11月，作为衡阳市唯一代表，参加湖
南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节现场演出晚会，获得
一等奖；

2019年11月，参加在湖南音乐厅举行的“不
忘初心·文化扶贫”暨播撒艺术的种子关爱留守
儿童“爱·启航”公益合唱专场音乐会，募集善款
20余万元……

登上越来越大的舞台，孩子们的梦想也越来
越清晰。

6月8日下午排练结束，孩子们围着记者叽
叽喳喳吐露心声：“我要当一名歌手”“我要当航
天英雄”“我要当作家”“我要当篮球明星”……

曾经羞于与人交流、看上去“懵懂”的小学四年
级学生晓琳，也大胆地与记者分享了她的梦想：当
一名演员。“我会勇敢追逐梦想！”晓琳说，自己喜爱
舞台，演员可以饰演不同的角色，体验不同的人生。

前不久，合唱团的小朋友们收到了一份珍贵的
礼物——一封来自湖南卫视的邀请函，邀请他们今
年10月代表全省留守儿童，走上长沙梅溪湖大剧
院的舞台，为湖南人民同奔小康唱出心声。之后，
他们还将前往北京，在国家大剧院进行汇报演出。

心在歌唱 梦在飞翔
——记祁东县启航学校留守儿童合唱团

5月12日，祁东县官家嘴镇启航学校留守儿童合唱团排练
室，湖南科技大学艺术学院王育霖教授在教课间隙与学生们交
流。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短评

打
开
留
守
儿
童
的
﹃
心
门
﹄

徐德荣

漫步启航学校，深
深被这里的勃勃生机
和活力感染着。在这
所农村留守儿童占86%
的学校里，听到的是一
串串歌声，看到的是一
张张笑脸。该校成立
留守儿童合唱团，用音
乐为孩子们带来了欢
乐和梦想。

农村留守儿童，相
对缺乏生活物资和教
育资源，也更内向、自
卑、敏感和脆弱。他们
渴望得到父母全身心
的爱，渴望拥有与城里
孩子一样的教育。

扶贫先扶志。关
怀留守儿童，精神帮扶
比物质援助更重要 。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
关心留守儿童、留守老
年人，完善工作机制和
措施 ，加强管理和服
务，让他们都能感受到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
暖。

启航学校留守儿
童合唱团，既教孩子们
唱歌，更给他们送来了
打开“心门”的钥匙。
通过培养他们的兴趣
爱好，帮助他们规划人
生路径，不仅让他们感
受到社会的温暖，变得
更快乐、更自信，也激
发了他们昂扬向上的
斗志——早日成为能
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

歌声在回荡，梦想
在飞翔，希望在升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