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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记首发集团安畅分公司路产巡视员王英伟
□本报记者 白莹

“谢谢您，党员同志”

———记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高级技师赵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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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毫米级的精度铸就精品工程
□本报记者 周美玉

当川流不息的列车在轨道上
飞驰， 当奥运礼花在国家体育馆
上空绽放， 当动听的音乐在国家
大剧院回响……这一切的背后，
有一群不畏严寒酷暑、 不辞辛劳
的幕后英雄———测绘工作者， 他
们用手中的经纬仪和标尺将工程
建设现场的地形地貌测绘成图，
为这些项目的拔地而起奠定下牢
固的基础。 赵京华就是这支队伍
中的杰出代表， 是北京城建勘测
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的高级
技师。

在测绘行业一干就是37年
赵京华高中毕业后参了军，

当了一名基建工程兵， 最初在测
绘项目时负责背仪器。 “二三十
斤的仪器一背就是两三年， 班长
测绘数据时， 我总在旁边观察学
习 ， 后来慢慢可以独立看仪器
了。” 赵京华告诉记者。

1983年7月， 赵京华转业了。
干一行爱一行， 他怀揣着对测量
工作无限的热爱， 进入北京城建
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1987年，国家大剧院项目启动，赵
京华带领三名测绘兵进驻工地。

测绘工作者是设计师和工程
师的眼睛， 任务就是把原址的地
形图测量出来。 “每天的工作就
是看仪器， 在建筑周围设五六个
基准点， 早上施工前把每个基准
点走一遍， 测量每天的数据有没
有变化， 中午再进行一次。” 为
什么要每天测， 赵京华说是因为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每天的数据
可能都会稍有差异， 最终会取一
个平均值。

这样枯燥的工作重复了一
年， 而工作的条件也不佳， 住在
工地的帐篷里 ， 冬天冷 、 夏天
热， 还要忍受蚊虫叮咬。 虽然家
就住在北京， 但是因为要实时监
测， 赵京华基本上一年没回家。

“差之毫厘， 失之千里” 是
测量工作最生动的写照， 正是赵
京华在测绘中的严谨工作， 给国
家大剧院的施工、 建设打下了良
好基础。 到现在， 赵京华已经工

作了３７年， 先后参与了首都地铁
多条线路、 正负电子对撞机、 鸟
巢、 伊朗德黑兰地铁、 山西引黄
工程等测量工作。

测绘必须精确到毫米

测绘必须精确到毫米， 才能
保证最后的建筑符合设计师的要
求。 面对测量精度要求高、 放样
难度大 、 异形构件多 、 结构复
杂、 无现成经验可借鉴等困难，
赵京华以多年练就的扎实基本功
和精湛的操作技能， 铸造了一座
座精品工程。 其中， 鸟巢工程、
国家大剧院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全国勘测设计金奖。

荣誉的背后， 是赵京华和同
事用无数艰辛和汗水诠释的对测
绘工作的无限热爱。 测绘工作是
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 经常需要
露天工作 、 地下作业 ， 日晒雨
淋， 甚至要远离祖国和家人。

由于这个工作的特殊性， 赵
京华平日里对家人的照顾特别得
少。 他在德黑兰地铁测绘工作长
达五年的时间里仅回家2次， 平
日只能通过电话向家人报声平
安。 每每提起家人， 赵京华总是

一脸愧疚。
而颈椎和腰椎落下的疾病，

就是测绘中长期保持一个姿势留
下的。 测量师吃饭不能准点， 胃
病也落了根儿。 “测量一个点长
达一个小时， 都是站着看机器。
有的时候需要连续性测量， 经常
晚上十点才吃晚饭。” 赵京华说。

发明测绘工具获国家专利

无论是在部队还是在企业，
赵京华在实践中不断学习， 熟练
掌握所有常规测量仪器的操作保
养、 维护小修等技能。 对于近年
来引进的一些高科技的先进测量
仪器， 如全自动陀螺经纬仪、 测
量机器人、 三维激光扫描仪， 他
也是第一个学习和掌握。

多年的经验积累， 赵京华发
明了两个专利， 其中 “远程测控
照明水准尺” 解决了夜间隧道中
水准测量工作的难题， 获国家发
明专利。

赵京华向记者解释， 在夜间
或者隧道中进行测量的时候需要
照明。 以前， 需要有两个人配合
测绘工程师， 一个人扶尺子， 一
个人举手电， 这就掺杂了距离、

光源及人为因素， 致使测量结果
常常有一定误差。 有了远程测控
照明水准尺后， 装置遥控器就掌
握在测绘工程师自己的手上，他
只要按下遥控器， 就能得到自己
想要的光源角度， 避免了其他人
为因素的干扰， 提高了测量准确
度。 此外，赵京华的发明，使每个
班组节省了两个劳动力， 给企业
节省了人员投入成本。

他还结合激光指向经纬仪，
设计和加工了隧道断面测量辅助
装置， 解决了快速寻找隧道中线
法线方向和特定高程的测点平面
位置的问题， 极大提高了隧道断
面测量的工效， 他的测量方法与
具有相同功能的近百万元的进口
设备测量方法相比， 精度和效率
明显提高， 实现了 “花小钱， 办
大事”。

大力培养测量技能人才

2011年，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建立了
北京市工程测量首席技师工作
室， 赵京华担任工作室副主任，
负责技术培训、 技术革新、 科技
创新等工作。

通过各类技能培训和言传身
教， 赵京华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技
能人才。 近几年来， 在北京市及
集团组织的青工技能大赛中， 通
过工作室培养的技工， 获得过多
项好成绩； 20多名普通技工考取
高级工、 技师及高级技师资格。
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技工团队
甚至走出了北京、 走出了国门，
在全国20多个省市及伊朗 、 越
南、 安哥拉的地铁及工民建工程
建设中发挥作用， 贡献力量。 他
还参与编写了工程测量培训教程
9项， 截至目前， 工作室已经培
养工程测量人才400余人。

赵京华时刻牢记测绘工作者
肩上的责任， 对测绘工作也不敢
有须臾的懈怠。 如今， 他依旧在
每天清晨扛着仪器去工 程 测 量
一线 ， 继续在平凡的岗位上践
行不平凡的职责， 践行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

当争

北北京京大大工工匠匠

名片：
赵京华 ， 1962年生

人， 高级技师， 北京城建
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测量专业院安全质量
部副主任。

荣誉：
2013年， 北京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其
北京市工程测量首席技师
称号；2016年，获得第四批
“北京市有突出贡献高技
能人才”荣誉称号，同年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绝活：
用手中的经纬仪和标

尺等致力于追求测绘精度
到毫米， 其发明的远程测
控照明水准尺， 解决了夜
间及隧道中水准测量工作
的难题，加快了作业效率，
提高了测量成果数据的精
准度， 为企业极大降低了
成本。 远程测量照明水准
尺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实
用新型专利。

心中的工匠精神：
我认为工匠精神是追

求卓越的创造精神， 是实
现精湛技艺的品质精神，
是体现业主至上的服务精
神。 而一丝不苟的精神，
是测量行业代代传承的核
心理念。 我的目标是打造
出测量行业中无法匹敌的
卓越产品。

“谢谢您， 党员同志！” 这是
首发集团安畅分公司路产巡视员
王英伟经常能够听到的感谢话。
虽然他没有主动说出他的政治面
貌， 但是他的行动却印证了胸前
的中国共产党党徽。

今年7月的一天夜里 ， 王英
伟和同事巡视到五环内环七棵树
桥时， 发现一辆小客车停在应急
车道， 只见左前轮胎压在应急车
道白实线上 ， 旁边工具散落一
地， 千斤顶支着。 司机很为难地
向王英伟求助说： “来来往往车
流量大， 太危险了， 很难换胎，
也因为千斤顶支得不好， 怕车子
倾斜了。”

听后， 王英伟马上招呼同事

码放安全作业区并疏导交通， 自
己则开始熟练地更换轮胎。 车流
量确实很大， 让这个简单的换胎
操作被迫停止了两次。

将轮胎更换好后， 司机的朋
友要和王英伟握手， 王英伟摸到
的却是两张百元大钞， 他赶紧缩
回了手说： “我们的服务是免费
的 ， 不收费 。” “感谢你们的 ，
买盒烟抽， 谢谢你们。” “不用
不用， 您别客气。” 这时， 那位
先生突然说： “您是党员， 共产
党员！ 谢谢您， 党员同志。” 他
居然透过王英伟的反光背心看到
了党徽。 王英伟感到胸前的党徽
此时是这么的庄严和神圣。

王英伟并非道路与桥梁专业

出身， 却对道路桥梁巡查有着丰
富的经验和自己的理解； 他是80
后的年轻员工， 却能沉着冷静处
理各种侵权案件； 他巡视的东五
环路林萃桥至亦庄桥路段， 38公
里长的道路上立交桥多 、 堵点
多、 交通事故多发、 道路侵权案
件多发 。 每天在高速路上的行
人、 遗撒路障、 故障车、 违规非
公路标志都是要询问或处理的工
作内容。

遇到责任明确的追尾事故 ，
王英伟都会很从容地劝导并协助
事故车主拍摄车辆和证件照片、
相互留存联系方式， 提供 《机动
车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协议书》 并
尽快驶离行车道， 在应急车道处

理和等候交警到来。 虽然东五环
路每天仍旧拥堵， 但王英伟和他
的同事们一直为道路畅通不停地
努力着。

这就是王英伟， 他会让走失
的山东小伙儿仍记得他给的路费
款， 会让饿了两天的司机不忘他
送的水和饭， 会让出国归来被扔
路旁的先生给他点赞。

王英伟参加巡视工作十年，
先后获得分公司 “先进工作者”
“岗位标兵 ” “优秀共产党员 ”
等荣誉， 但谦虚谨慎、 热情友善
的他却说： “我做的工作还差得
很远， 我就想在年富力强的时候
多出力多奉献， 老了才不会让自
己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