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岁毕业后进入日照市公路局工程处，从最初面对老职工对他能不能吃得下这份苦提出疑问，到现在成为项目的负责人，，
期间日照市公路局工程处工程科副科长郜启印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13年时间里，郜启印从一个公路门外汉成长为一名工程师。很少能抽出时间照看孩子，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生活中郜启启
印有太多的遗憾。不过也正是家人的支持，让他坚定地一步步走下去。

坚持学习不服输

门外汉学成工程师

10月23日下午3点，记者在
日照市南沿海公路施工现场见
到了郜启印，由于该路段白天
车辆比较多，因此更多的施工
工作是在晚上进行。前一天，他
们一直干到凌晨四点，23日中午
吃完饭后，郜启印又准时出现
在施工现场，看不出有任何疲
惫的样子。

高高的个子，戴一副眼镜，
由于常年在外暴晒，他脸上已
经有明显晒伤的痕迹。郜启印
今年 38 岁，25 岁毕业后进入日
照市公路局工程处。回想起刚
进入工程处的时候，郜启印告
诉记者，那时他戴一副眼睛，身
体也比较瘦，皮肤挺白嫩，与一
线施工人员的形象严重不符。

“很多老职工都问我，瘦瘦弱弱
的我怎么选择这一行，都怀疑
我能不能坚持下来。”郜启印
说。

由于自己不是科班出身，
刚进入施工一线的郜启印一切
都得从头学起。师傅在前面做，
他就紧跟着后边学。闲暇时他
就翻阅专业书籍。郜启印做过

试验员、收料员等各种工种，逐
渐从一个公路门外汉成长为一
个专业的工程师，渐渐能独立
负责路面施工。

持续疲劳工作

晕倒在施工现场

由于南沿海路施工难度较
大，而且工期也比较紧张，之前
一直在济南施工的郜启印，1 6

日被单位从济南调回日照负责
南沿海路施工。16 日下午四点
到单位，晚上他就赶到到施工
现场，工作了一个通宵。到现在
他还没回家一趟。不过，这种生
活对郜启印来说已习以为常。

郜启印从工作以来，一年
300 多天都在外地施工。作为公
路局第一批“走出去”施工的工
作人员，他坦言走出去不仅代
表自己，更带表日照公路人，甚
至日照人的形象。“走出去，身
上的担子更重，面对的困难也
更多。”郜启印说。

让他印象最深的是 2008 年
4 月份，当时他正在江苏赣榆施
工，由于这是日照市公路局工
程处第一次去连云港施工，必
须要树立好日照公路施工形
象。由于路段重要，工期紧张，

半个多月时间，郜启印每天在
工地上的时间超过十五个小
时，直到有一天他在施工现场
突然晕倒。在医院他被诊断为
劳累过度。当时，郜启印只休息
了两天又再次回到施工现场。

说起这么多年的一线施工
经历，郜启印说，自己已从当初
的为了工作而工作变为因热爱
公路而工作。

多年形成的职业习惯，每
当走在路上，郜启印都要看看
脚下的路修得怎样，与自己修
的路做个比较。“看到自己修的
路多年不用重修，得到别人称
赞时心里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郜启印说。

最大遗憾是没能

见父亲最后一面

郜启印的老家是菏泽，从
毕业进入工程处，每年回家的
机会屈指可数。“基本就固定的
过年回去。”郜启印说。郜启印
从今年正月十六去济南，在济
南大半年时间，虽然离家近了
不少，但他因为太忙，老家一次
也没回去过。

这么多年，郜启印说自己
亏欠最多的就是家人。因为每

次出去施工都是一两个月，忙
的时候甚至要大半年，所以孩
子出生以后，他就很少亲自照
料，“孩子两三岁的时候，有一
次我回家，孩子都不认识我了，
刚熟悉了，又要去施工现场。”
郜启印说，妻子一个人照顾孩
子，让他十分愧疚。

郜启印最大的遗憾，就是
父亲去世前他没能见最后一
面。2005年，父亲被查出患有疾
病，2006 年病情突然加重。一天

下午，他正在青岛施工，突然接
到家里电话说父亲病情非常严
重。郜启印急忙往家赶，但还是
没能见父亲最后一面，“太对不
起父亲了，这可能是一辈子的
遗憾。”说到这里，站在路边，当
着所有施工人员的面，郜启印
潸然泪下。

现在，郜启印的孩子对有一
个工程师父亲感到十分骄傲。家
人的支持，单位的信任，支撑着
郜启印一步步继续走下去。

忙的时候邰启印也会自己亲自干上一会。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摄

日照市公路局工程处郜启印工作后坚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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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男男子子2200年年七七次次开开刀刀取取双双肾肾结结石石
齐鲁医院日照分院通过微创手术成功治愈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彭
彦伟 ) 东港区南湖镇的尹某，在
2 0年时间里前后七次因双肾结
石 开 刀 动 手 术 。由 于 手 术 太 痛
苦，他一度想放弃治疗。直到两
年前，他在齐鲁医院日照分院通
过微创手术成功将右肾结石全
部破碎或取出。今年 1 0月 2 0日，
他再次通过微创手术对左肾结
石进行治疗，已成功治愈。

患肾结石20多年

多次手术没能治愈

23日上午，记者在齐鲁医院日
照分院见到尹某，经过3天的住院
治疗，尹某显得非常精神。尹某今
年62岁，23年前曾因肾结石住院治
疗，在此后的20年时间里，尹某先
后在不同的医院七次对双肾结石
进行手术治疗，但并没有根治。“由
于尹某的肾本来就有一定问题，再
加上开放手术并不能一次将体内
结石全部取出，所以尹某只好多次
进行手术。”齐鲁医院日照分院泌
尿外科主任武广平说。

直到两年前，尹某再次因为肾
结石来到齐鲁医院日照分院进行治
疗。“当时不想治疗了，因为每次手
术后，身体都会很虚弱，一年多才能
恢复，而且一到刮风下雨天肾就
疼。”尹某说。如果不进行手术，尹某
的病情有可能发展为尿毒症，威胁
到生命。当时，武广平向尹某推荐了
刚推行不久的微创手术治疗。

微创手术治双肾

成功得到治愈

武广平介绍，与微创手术相
比，之前的开放手术需要在身体上
切开一个20多厘米的刀口，对肌肉
损伤比较厉害，而且出血也比较
多，“除了受这样的身体损伤外，通
过这种手术，体内的结石不容易取
干净。”武广平说。

据 了 解 ，微 创 手 术 不 用 开
刀，只在身体上打一个 2厘米左
右的眼，然后将仪器放进体内，
通过仪器可以在微机上看到肾
内结石情况，然后先用仪器将结
石 打 碎 ，再 将 碎 石 从 体 内 吸 出
来。“不会有任何残留，一次性清
理干净，而且基本不会复发。”武
广平说。这种手术创伤小，出血
少，不破坏身体肌肉，而且治愈
快。“微创手术只需要一个小时

左右，之后住院 5到 7天即可，而
开放手术则要两到三个小时，之
后要住院两周左右。”

武广平介绍，前几年他们开始
使用微创治疗，联合应用钬激光、
气压弹道以及超声碎石三种碎石
方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2年前，尹某带着试试的态
度采取了微创手术，对右侧肾结
石进行了治疗，结果两年以来身
体非常健康，没有复发。直到 1 0

月20日，尹某想再做一次手术将
左肾的结石取出来，“手术效果
非常好，比之前开刀动手术舒服
多了，再过几天就要出院了。”尹
某说。武广平介绍，现在尹某的
身体状况非常好，已达到治愈的
目的。

再过几天，尹某就可以出院了。 本报记者 彭彦伟 摄

开展优质服务 惠客户“三步走”活动

本报1 0月2 3日讯 (通
讯员 张善伟 厉帅 )

随着冬季用电负荷高峰的
临近，五莲县供电公司组
织各部门积极协同配合，

成立服务突击小分队，开
展“优质服务惠客户三步
走”活动，确保让大客户
及时用上“放心电、优质
电、舒心电”。

五项措施提升服务水平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
员 张善伟 葛安娜) 10

月22日，五莲县供电公司开
展“强化供电服务，确保客
户满意”活动，通过主动查

找服务问题、规范窗口服
务行为、强化服务协同、严
格业扩报装管理制度等五
项措施，全面提升服务水
平。

开展施工现场 安全管理专项活动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
员 张善伟 赵龙) 为深
入落实安全责任，五莲县
供电公司开展施工现场安
全管理专项活活动。该公

司制定了《施工现场安全
管理参考办法及检查考评
细则》，促进企业施工现场
安全规范化、标准化不断
提升。

多措并举做好电网秋检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张善伟 韩磊) 在近日

秋检工作中，五莲县供电公
司查漏补缺，积极消除潜在

的安全隐患。通过加强施工
现场的安全管控，对安全工
器具进行定期维护，为确保
电网安全运行奠定了基础。

开展“施工现场无违章”活动

本报10月23日讯(通讯
员 张善伟 王文早) 10

月21日，五莲县供电公司光
明服务公司开展施工现场
无违章活动，安监人员深入

工程施工、抄表等现场，监
督工作人员安全行为，建立
违章查处指标化管理和通
报考核机制，切实增强了现
场施工安全管控能力。


	RC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