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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旁边就是皇冠蛋糕厂，每天下午三点
或五点在厂门口卖蛋糕边，3 元钱一袋，售完为
止。一天，请同事帮忙带了两袋，回家孝敬父母，
爸妈尝了尝，点头道，还是那个味儿啊。没想到
几块钱就把爸妈逗乐了。前不久，各大媒体都在
采访民众对幸福的理解，也许曾经偶尔能吃上
一口蛋糕边就是幸福吧。这种幸福感是当下孩
子们无法体会到的，这是一种难忘的经历，回想
仿佛是人间的美味啊，每一代人都
起那段时光，
有自己的味蕾回忆。
马德莱纳小甜饼的味道，让普鲁斯特开始
了一段时空穿梭的回忆之旅。可见，敏感的味蕾
除了能够感受美味，还能直触神经末梢，成为开
启记忆之门的钥匙。你还记得，好吃又好玩的大
那罐让你欲罢不能的麦
大泡泡糖吗？你还记得，
乳精吗？还有新年时盼望着吃大白兔奶糖的心
情……
现在已将抱孙子的红姐偶尔还会想起，当
年放学，赖在粮油店眼巴巴地盯着玻璃罐里的
饼干不肯走的往事。红姐笑着说：
“我一边看一
那时的小孩都很懂事，
都知
边咽口水。”她回忆，
道家里钱不多，只能每天看一下，期待过年过节
能吃到一点。
所以，喜欢吃蛋糕边，那是很自然很正常的
事情。还记得曾经吃过的蛋糕边，一袋装有好多
口味，吃起来就不腻。一次，一网友询问武昌哪
里有蛋糕边卖啊？有人回答，有些蛋糕店会有，

但要碰到时候，这个东西有就拿出来卖，又不
多，一下就买完了，
卖得飞快。我想，人们钟爱蛋
糕边，除了省钱，
更多的是对往事的寻觅吧。
发明蛋糕边的人，真是聪明绝顶啊，切不成
形的蛋糕的边边角角，或者师傅打盹犯迷糊不
小心弄了一点点偏差的甜点，卖相不咋样，味道
一样的好，
却省下不少银子呢。把各种边边拼凑
成一袋蛋糕边，低价出售给我们这些没有那么
，拿着一包
多讲究，对甜点来之不拒的“馋猫儿”
一包细细比较，几十包的蛋糕边似乎全部要过
一遍手，喜欢这袋的芝士蛋糕，也喜欢那袋的，
因为那袋抹茶红豆好多，可是那袋里面那个小
东西，以前似乎没见过，好想尝试下，……。如
果，我说“如果”可以开个小铺专卖各种饼店的
边边，看着自己身材渐渐走样，面对边边，还是
义无返顾的跳进蜜罐，
那是万劫不复的诱惑啊。
也不知为什么，就觉得那个小小的袋子里，
盛满了许许多多的乐趣。一包蛋糕边，就是一个
潘多拉的盒子，每次捧着一袋蛋糕边，守着琳琅
满目的甜点，不知道下一口吃到的是什么甜蜜
滋味。或许拿出来的，是根巧克力条，或者是块
葡萄饼干，
奶酪面包，
还可能是松糕、枣糕。每一
次的际遇，似乎都不相同，都能从这些零零碎碎
的片断中感受到面包房里面粉的不同游戏。
现在纯粹的面包已不多见，当然，时代也赋
予了面包们新的含义，有奶油、芝士、巧克力、布
丁、水果，甚至还有蛋糕和面包二合一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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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的方法有烘、焙、焗，你也可以在家里 DIY，
总之只要你想象力足够丰富。同时人们也学会
巧用蛋糕边，发挥它们新的作用，比如用蛋糕边
做披萨饼、沙拉或炸粉，又节 约，又简单，又 美
味。
朋友阿杰家附近有一家蛋糕房，每天晚上
关店门前都会卖一些蛋糕边。蛋糕边价廉质好，
很受周边居民的欢迎。阿杰的老婆隔三差五就
要买些回来。
星期五晚上，阿杰奉老婆大人的旨意去买
蛋糕边。来到蛋糕房，阿杰找了半天也没发现要
买的东西。阿杰着急地问收银员：
“我问您一下，
蛋糕边卖完了吗？”营业员点点头。为避免受到
老婆的唠叨，阿杰花十块钱买了一块儿整蛋糕。
“麻烦您帮我把蛋糕切一下。”营
他对营业员说：
业员把蛋糕切成了四块。阿杰说：
“这不够碎，您
把它切碎了。”营业员迟疑地按阿杰的要求把蛋
糕切碎了。
回到家，阿杰把蛋糕碎块捧到了老婆的面
“你去吃饭
前。他老婆接过蛋糕不动声色地说：
吧，菜都凉了。”阿杰受宠若惊地进了厨房。
阿杰出来后，感觉气氛不对。忽然，一个大
盘子出现在阿杰的眼前。盘子里装的正是阿杰
“你忘
买的那块儿整蛋糕。阿杰的老婆嗔怪道：
了我是拼图高手吗？竟敢骗我！”说完，一边格格
笑，一边细细咀嚼着“蛋糕”
，尽情享受着蛋糕边
里亲人的爱意和关怀。

最好在
生渗漏。对于入岩地下连续墙，为了确保接头的止水效果，
接头外侧补 2 根以上高压旋喷桩进行止水封堵。实践证明该方法有一定效果。
探讨三：泥浆和沉渣的控制
泥浆和沉渣是并存的。改进泥浆工艺，提高沉渣控制。泥浆控制是首要任
务，重点控制锤击冲孔施工和下放钢筋笼之前两个阶段。锤击冲孔施工中要严
格控制，勤排浆，保证泥浆比重，有利于锤击冲孔的进度和后道工序的进展，可
以大大缩短清渣时间，提高施工质量和进度。沉渣的控制主要在成槽机修槽及
清槽和下完钢筋笼后利用气泵反循环装置进行灌注前的最后清渣两个方面。成
可以缩短气泵反循环排浆的时间，
使灌注工作提前。
槽机修槽和清槽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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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涉及面广，技术要求高，
管理难度大，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综合性
工程，其不仅包括一般的建筑物，还包
括了轨道交通，园林建设，矿山矿石开
发等领域工作。加强建设项目管理工
作，通过充分的安排和计划，从根本上
提高工程建筑水平，才能达到物与景的
完美结合，全面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
一、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的任务和方
法
建设工程的基本任务是进行项目
进度、质量、安全和成本目标控制，它们
的方法就是目标管理方法。目标管理是
指各项目参建者亲自参加项目目标的
制定，在实施中运用现代化管理技术，
实行自我控制，从而努力实现目标，因
此，目标管理是把经济活动的任务转换
为具体目标加以实现和控制，通过目标
的实现，实现经济活动的任务。
二、基本步骤
1、确定建设工程项目各部门任务
分工，提出完成施工任务以及工作效率
方面的要求。
2、将任务转化为具体目标，并且有
针对性地去组织实施。
3、分别落实目标的责任主体、责任
主体的责任和权利。落实进行检查与监
督的责任人、手段和目标实现的保证体
系等。
4、对目标的执行过程进行调解，控
制。若发现偏差，及时采取措施纠偏。
5、对目标的执行结果进行评价，将
其与计划目标进行对比，来评价管理是
否达到要求。
三、质量控制
影响建设工程质量是由人、材料和

奉献完美的建筑作品
工艺三大因素组成，控
制好人员的 质量 意识
和技术技能 是控 制工
程质量的前提。人员控
制：提高各类管理人员
和操作人员 的质 量意
识，使人人树立“百年大计，质量第一”
的思想，并将其贯穿到实际工作中去；
材料控制：进场材料严格实行报检制
度，复试报告要真实可靠，不合格材料
坚决不允许使用，同时要积极推广使用
新型材料；工序控制：严格实行自检，复
检，在监理工程师检查合格后进入下道
工序。
四、进度控制
建设工程进度控制的主要方法是
规划，控制和协调。规划是确定进度总
目标和分进度目标，并编制其进度计
划；控制是项目实施过称中，进行实际
进度和计划进度比较，出现偏差及时采
取措施纠偏；协调是疏通，优化与施工
进度有关单位，部门之间的关系。
进度措施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
施，经济措施
1、组织措施：认真熟悉施工图纸和
合同条约，明确发、承包人的义务和责
任，对全体项目管理人员进行合同交
底，全面完成组织准备工作，认真进行
施工技术准备。
2、技术措施：优化施工组织措施，
按工序，工艺合理划分工段，确定主要
节点目标，明确进度管理目标，并在实
施过程中跟踪落实，提高施工机械化程
度，充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
3、经济措施：广泛采纳大家的合理
化建议，对于一些技术可靠，方案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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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可观的建议和方案要采纳，并对相
关人员进行奖励。关键时候要加大人
力，物力，财力的投入。
五、成本控制
降低项目成本的措施和途径：
1、节约施工管理费用：制定各项费
用开支定额，实行部门分管，先批后用，
并严格执行各项费用开支标准，节约一
切可以节约的费用。
2、提高机械设备利用率：建立健全
机械设备维修保养制度，做好设备维修
保养，始终使机械处于完好状态，加强
机械操作人员培训。
3、认真会审图纸：施工单位必须按
图施工，并且在满足用户要求和保证工
程质量的前提下，对施工图纸认真会
审，并提出积极修改意见。
4、制定专业的，经济合理的施工方
案：方案包括施工方法的确定、机具的
选择、施工顺序安排和流水施工组织。
施工方案不同，工期就会不同；所需机
具不同，发生的费用也不同，因此，正确
选择施工方案是降低施工成本的关键。
5、加强质量管理：始终贯彻“百年
大计，质量第一”的质量方针，定岗、定
责，加强施工工序的质量自检和管理工
作，真正把质量管理落实到整个工程
中，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消除质量隐
患，做到工程一次性成功，一次合格，避
免不必要的人力，物力，
财力的投入。

6、组织均衡施工：主要是加快施工
进度。在加快施工进度、缩短施工周期
的情况下，都会有明显的成本节约，因
此，加快施工进度也是降低成本的有效
途径之一。
六、
安全管理
安全与生产同步，管安全必须抓安
全，坚持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
安全状态，分析事故成因。人、机、物和
环境因素是事故的根本原因。从对人和
物的管理方面去分析事故，人的不安全
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都是酿成事故
的直接原因，它是安全管理工作的核
心。
安全第一原则：就是企业在进行生
产和其它工作时把安全工作放在首要
位置。要以安全为主，生产和其它工作
生
都要服从安全管理。
“安全为了生产，
产必须安全”
。
监督原则：在安全生产活动中，为
了使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得到落实，必须
明确安全生产监督职责，对企业生产中
的守法和执法情况进行监督。
制定安全管理措施，确定安全责任
人，落实安全责任，制定确实可行的安
全管理制度和措施十分重要，同时要加
强安全教育与岗前培训，加强和规范企
业安全文化建设，引导员工的安全行为
和安全态度，通过全员参与实现企业安
全生产水平持续提高。

重影响冲孔进度。沉渣淤积严重时甚至
会使进度停止。
4.3 混凝土浇注控制
清孔或置换泥浆符合要求后, 应在
北方分公司 廖明仁
2h 内将钢筋笼吊下,连续墙浇注必须在
钢筋笼吊装完毕后 4h 内进行。故应注
4.1 泥浆质量控制
目前国内在软土层中施作地连墙 抓斗配以锤击冲孔桩机进行成槽施工,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第 1 次清孔、换 意置换泥浆时间与混凝土灌注时间的
的相关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但是在硬地 每个槽段配备 2 台桩机同时冲孔。一字
层如岩石中, 入岩式地连墙施工技术仍 形槽段首开槽分 9 个孔,顺推槽分 7 孔， 浆在吊放钢筋笼之前, 距浇注混凝土时 匹配性。地下连续墙应超灌到冠梁底以
处于不断探索和完善阶段, 在应用和经 闭合槽分 6 孔，异型槽根据实际尺寸调 间较长,泥浆密度需严格控制,如果泥浆 上 50cm 处, 尤其要注意保证每幅槽段
整桩位，
采用“跳一孔”方法冲孔成槽,即 太稀, 在下钢筋笼和灌注混凝土准备过 两端头的超灌高度。灌注水下混凝土时,
验方面的资料非常有限。
按桩位编号顺序施工反复冲孔直至设 程中容易坍孔; 太稠又容易在钢筋笼和 若发现导管漏水、堵塞或混凝土内混入
1、
工程概况
合肥地铁 1 号线明光路站工程基 计槽底标高。成槽时,泥浆应随着出土量 接头十字钢上形成泥皮, 影响钢筋和混 泥浆, 应立即停灌进行处理, 并做好记
坑围护结构采用地连墙加内支撑形式, 补入,保证泥浆液面在规定的高度。一个 凝土的粘结力以及十字钢接头的止水 录。
5、探讨要点
地连续墙厚 1000mm, 周长 598.12m,墙 槽段的所有孔都达到设计深度后, 然后 效果。在钢筋笼吊放完成后,再利用准备
探讨一：冲孔桩在地连墙施工中的
深深度平均 34m,入岩深度平均 13m，墙 换成槽机将槽壁突出的部分修平, 以保 灌注混凝土的时间进行二次换浆, 使泥
证槽的宽度和槽壁平整度符合要求,利 浆密度达到规范要求以下, 然后再灌注 作用与质量控制
体采用 C35p10 混凝土。
冲桩法连续墙成槽是一种简单成
于钢筋笼下放。槽段开挖完毕,应检查槽 水下混凝土。
2、
施工方法
整个施工过程中的泥浆液面控制 熟的施工工艺,在国内广泛使用。入岩式
结合本工程施工场地﹑地质条件﹑ 位、槽深、槽宽及槽壁垂直度,合格后方
施工难易程度和施工成本等因素，在施 可进行后续工作。槽壁垂直度偏差应 也是一个重点。必须保证泥浆液面不低 地连墙成槽方法有三种：液压双轮铣槽
于导墙面以下 80cm,也不高于导墙面以 机施工﹑锤击冲孔桩机法施工和成槽机
工工艺上不断的摸索中，最终采取液压 <0.5%。
下 20cm。特别是在清渣、换浆以及钢筋 和锤击冲孔桩机相结合法施工。在综合
2)接头处理
抓斗（成槽机）配合锤击冲桩机共同作
为提高墙体接头处的抗渗及抗剪 笼下放过程中,需严密监视液面变化,及 考虑施工进度和成本的基础上, 采用成
用进行成槽这种抓冲结合法施工的方法。
性能, 对地下连续墙闭合幅段及连接幅 时引出或注入泥浆,保持液面稳定。但是 槽机和锤击冲孔桩机想结合的施工方
3、
施工工艺
本工程地下连续墙每个竖井分为 段应进行接头处理, 用外形与槽段端头 液面超过导墙又会导致溢出污染路面, 法。实践证明,该法在入岩式地下连续墙
施工中经济可行，通过增加桩机数量来
12 个槽段,共设 24 个槽段。其他为直线 吻合的接头刷,紧贴十字钢板,上下反复 影响文明施工。
弥补施工进度上的不足。冲孔桩在地连
4.2 冲孔过程施工控制
形槽段 1 和异型槽槽段。连续墙接头采 刷动 10 次以上,刷除附在十字钢板上的
1)垂直度 成孔垂直度采用在连续 墙施工中的质量控制严格参照冲孔灌
泥皮,保证混凝土浇注后密实、不渗漏。
用十字钢板接头。
墙外侧设置基准线,用钢卷尺测量。根据 注桩施工工艺标准和施工现场的实际
3)清底及换浆
3.1 施工流程
采用置换法清底。采用空气压缩机 冲孔进度, 每进尺 0.5~1.0m 测量 1 次。 情况相结合，在泥浆﹑桩径和垂直度方
本工程地下连续墙施工流程如下:
测量放线→导墙施工→泥浆配制→成 清除沉积在槽底的土渣淤泥。钢筋笼入 测量时, 把冲锤下放到距孔底约 10cm 面重点控制，进一步提高冲孔桩的施工
槽机成槽→锤击冲桩机冲孔→成槽机 槽前, 对槽底泥浆和沉淀物必须进行置 的位置,使桩机的钢丝绳拉紧,然后在孔 质量，为确保钢筋笼的顺利入槽奠定基
修槽、清底、换浆→刷接头→吊放钢筋 换和消除, 置换量必须不小于该槽段总 口测量钢丝绳中心与基准线的距离,通 础。
探讨二：接头处理的质量控制
过几何关系算出孔底偏差值。当偏差值
体积的 1/3 或下部 5m 范围。
笼→浇注水下混凝土。
地连墙的接头处理是一个值得探
换浆是置换法清底作业的延续,。清 超出规范要求时,需及时纠偏。纠偏时,
3.2 施工方法
底换浆是否合格,以取样试验为准,当槽 将冲锤提到偏孔处上部, 以修槽的方式 讨的问题，首先我们作为乙方，要参与
3.2.1 设备
本工程配备 2 台挖掘机、12 台冲孔 内每递增 5m 深度及槽底处各取样点的 来回拉动冲锤在偏孔范围内反复冲击, 甲方对接头处理方案的编写并提出符
桩机、1 套泥浆制作设备、1 套真空清孔 泥浆试验数据都符合规定指标后, 清底 直至达到要求。如果偏差太大无法纠偏, 合实际的合理建议。对于先期形成的接
设 备、1 台 180t 履 带 式 起 重 机 和 1 台 换浆才算合格。清底换浆全过程中,要控 则 需 按 照 坍 孔 处 理 方 法 回 填 后 重 新 头侧面往往有许多泥土粘附在上面，要
采用特制的刷壁器进行清刷，时间不少
制好排浆量和补浆量的平衡, 不能让泥 冲孔。
130t 履带式起重机。
2)清渣 冲孔过程中要注意及时清 于 30min，上下往复洗刷不少于 20 次。
浆溢出槽外或让浆面落到导墙顶面以
3.2.2
成槽施工
渣,因为冲出的碎石沉积在槽底,冲锤冲 才能确保接头面结合紧密，否则可能造
下 80cm。
1)冲孔成槽
4、
施工控制重点
本工程连续墙成槽采用 Φ1m 液压
击在碎石上而无法直接冲击岩石, 会严 成两幅墙之间有夹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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