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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德人

他是“城市工匠”，为城市主干道铺路架桥他是“城市工匠”，为城市主干道铺路架桥

人物：

徐天尧

，广州市市政工程维修处有限公司（下称：市政维修处）属下的

路桥机施公司第一项目部经理，

2019

年度广州市优秀共产党员。

近日，猎德大桥正在开展人行道微

改造、景观照明提升施工，市政维修处

属下的路桥机施公司第一项目部经理

徐天尧负责人行道微改造项目。 在市政

维修处工作已23载，徐天尧经手了大大

小小一百多个工程项目，见证着广州的

发展变迁和美丽蝶变，作为一名“城市

工匠”， 他为发展广州城市道路沥青路

面铺装施工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参与城市道路建设见证广州蝶变

1998年，适逢广州市委、市政府提

出“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2010年一

大变”的要求，广州城市建设随即驶上

了快车道，刚毕业的徐天尧也随之搭上

了这趟“快车”。 徐天尧记得，他第一次

下工地，发现所谓的“工地”不过是面积

不超过10平方米的坑洼路面。“当时广

州沥青路都很少， 大多数是水泥路，材

料比较落后。 市政道路修补，还是以人

工作业为主。 ”

随着政府对城市发展加大投入，广

园路、内环路、广汕路等一条条路桥从

无到有， 按下了城市发展的加速键，徐

天尧每做一条路， 就见证了这一片地

区的繁荣。 从东风路、 天河路、 黄埔

大道立交、 海珠核心区， 到珠海市尖

峰大桥、 港珠澳珠海口岸人工岛便桥、

广珠北庆沙大桥， 他挺拔的背影和从

容的身姿， 一直不停地转场奔波； 从

施工员、 施工队长到项目技术负责人，

再到现在的项目经理， 他一路踏石留

印， 抓铁留痕。

砥砺前行20载，从最初人工摊铺到

机械化施工的发展，从单一沥青混合料

到高韧静音型薄层沥青等新技术新材

料的变化，徐天尧见证了沥青路面铺筑

技术的变革。 他参与组织的广州市内环

路放射线增槎路A3标段桥梁工程、广州

市白云国际机场跑道应急整修工程、国

道G106线从化学田至西瓜地段路面改

造分别获得了2001年度、2004年度、2016

年度广东省市政优良样板工程，广州南

沙开发区凤凰一桥沥青摊铺工程施工、

城市道路品质化提升设计施工总承包

分别获得了2018年度和2019年度广州

市建设工程优质奖。

带着“工匠精神”精益求精

刚开始，朋友问徐天尧“广州有哪

条路是你铺的？ ”现在，朋友们的问题变

成“广州有哪条路不是你铺的”，广州城

区主干道十有八九都由徐天尧组织施

工。 2008年，准备结婚的时候，徐天尧正

忙于花都曙光路工程，面对地质风险外

加天气恶劣，他面临解决地下渗水引起

塌方隐患等技术难题，根本抽不出时间

筹备婚礼，“当时是被妻子‘通知’结婚

的，只休了3天假。 ”面对这样一位“工作

狂”，家人也慢慢理解他的工作。

多年在工地忙碌，徐天尧拥有了一

身“城市工匠”标志性的黝黑肤色，甚至

连做梦都梦到在工地，熬夜也成了家常

便饭。“我们做市政这一行，熬夜加班加

点是常有的事，很多同事都是这样走过

来的。 ”2000年，广园快速路建设时，施

工队伍24小时交替上下班，徐天尧作为

沥青施工负责人， 每天从下午4点忙到

第二天早上8点多，持续了2个月。 还有

一次，天河立交水浸的抢险项目到了路

面恢复阶段，由于桥底限高大型设备无

法进入，为了尽快恢复路面，徐天尧带

着施工队日夜兼程， 仅用了2天时间就

完成了任务。

2001年，徐天尧参与了广州市白云

国际机场跑道应急整修工程。 机场跑道

施工对质量要求非常高，而且只能利用

晚上12点到次日6点的航班空隙时间施

工，“在跑道上， 高度差超过3厘米就能

造成很大影响，留下一粒花生米大小的

石头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时间短、质

量要求高，给我们很大的挑战。 ”当时，

施工队从下午2、3点就开始筹备， 晚上

12点最后一班航空降落后，200多位施

工人员到场，采用8台摊铺机同时施工，

每晚铺设12000多平方米， 沥青摊铺总

面积20多万平方米，用了不到半个月时

间，便高质量完成。 为确保安全，除了每

天检修，每晚完成铺设任务后，大家还

当起了“排雷兵”，手拉手排着队花一个

多小时逐一检查跑道，确保飞机在早上

6点钟安全准时起飞。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从小，徐天尧就憧憬成为一名党员。

2001年，他正式入党。“党员身份是对自

己言行的鞭策。 ”作为一名党龄20年的党

员， 徐天尧时刻牢记身份， 时刻注意言

行，工作上更注意发挥带头示范作用，宣

扬正能量。 20多年来，徐天尧亲身经历

着这个行业的人来人往，但他从未想过

离开。 责任心和热爱热情，一项项工程

带来的成就感， 无论在以往还是未来，

都是他坚持不懈的动力。

信息时报记者 刘展萍

从协警到志愿者，他退休后继续发光发热从协警到志愿者，他退休后继续发光发热

人物：

谭泽崇

，广州市安邦志愿服务队队长。

“谭 Sir，你来啦！ ”当前，广州市正在开

展道路交通秩序大整治行动， 在猎德街辖

内的花城大道、 临江大道、 猎德大道各路

口， 总会看到一位穿戴整齐制服的工作人

员名叫谭泽崇，人称“谭 Sir”，但他已经退休

多年，现在热衷于担任一名交通志愿者。

从交通协警到交通志愿者

谭泽崇曾是一名交通协管员， 主要职

责是协助交警维护道路交通秩序， 引导行

人及非机动车按道路交通规则通行， 劝阻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维护交通事故现场秩

序等。 2016 年，谭泽崇退休，但仍然秉持维

护道路交通安全的责任感，因此，他常常报

名参加街道、社区、志愿驿站的交通志愿服

务活动。

早年， 谭泽崇在正佳广场西北门志愿

驿站担任副站长， 为来往市民游客提供指

引和应急援助。 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前来

担任志愿者的青少年和家长， 了解到青少

年儿童对交通安全知识了解甚少， 也缺乏

系统指导。 后来， 他卸任副站长职务，于

2020 年 8 月成立广州市安邦志愿服务队，

为青少年儿童提供免费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的机会， 并组织他们参加道路交通文明引

导志愿服务活动。

“我曾经也是一名货车司机，经常在马

路看到超速、超载、不按道路行驶等违法行

为，多次目睹‘血的教训’以后，我明白到要

重视交通安全教育， 一个行为可能就挽回

一条生命。 ”谭泽崇说，志愿服务队的名字

叫“安邦”，意在倡导人人守法，祝愿社会平

安。

得诸社会，还诸社会

事实上，谭泽崇曾经是一个低保户。 由

于腰椎劳损导致无法外出工作，2010 年时，

谭泽崇靠捡拾废品维生。 妻子独自经营一

家理发店，还要抚养 2 个儿子，家庭月收入

约 1000 元。 当时由于一家人户口不在工作

地所在区， 所以小儿子只能入读当地民办

学校，一个学期学费需 2000 元。在生活穷困

潦倒之时， 有媒体把他们一家的经历报道

出来，得到社会热心人士帮助。 有一位好心

人从他小儿子一年级开始资助他上学，直

到小儿子迁入户口入读公办学校。

“直到今天， 我都没有见过这位好心

人。 ”谭泽崇说，当时好心人对他说，等他儿

子长大成才再说。 如今，大儿子已经大学毕

业参加工作，小儿子也在读高中。 他把这份

感激转化为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

2019 年， 谭泽崇带着儿子去老人院参

加志愿服务，为院内老人制作冰皮月饼。 老

人们真情流露，紧紧握着他的手，希望他们

多点过来。“原来做一点事情，别人也会很

感动，所以我决定多做点好事。 ”这时开始，

谭泽崇真正感受到做志愿者的快乐。

一家人都是志愿者

如今，谭泽崇的退休生活依旧忙碌。 每

天早晚高峰期，谭泽崇穿起制服，来到猎德

街辖区各大路口担任文明交通引导员，并

组织来自全市的志愿者参与。 早高峰后，他

回到安邦志愿服务队，带领青少年去巡河，

参与道路保洁， 致力于环境保护工作。 周

末，他还会举办公益交通安全宣讲课程，指

导青少年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并把所学知

识传递给身边人。

在他的影响下， 妻子和儿子们都成为

志愿者。 妻子利用自己的理发手艺，常常在

社区里开展义剪活动，为老人们免费理发。

去年新冠疫情暴发初期， 谭泽崇也带领全

家成为第一批疫情防控志愿者，在公交站、

社区路口，提醒来往市民记得戴口罩、测体

温。

在谭泽崇的教育观里， 他并不要求儿

子成为大富大贵之人， 只希望他们能够多

做好事，为国家和社会尽一点力，实现自己

的价值。“如今，他们外出从来不会闯红灯，

看到路边乞讨人员会施舍零用钱， 看到地

上的垃圾也会捡起来。 ”在谭泽崇看来，人

做一点好事很容易，一直做好事很难，他的

一家都在往这个目标前进。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徐天尧近照。 受访者供图

谭泽崇在

路口担任交通

文明引导志愿

者。

信息时报记者

卢舒曼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