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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职工而建的体育场

1959年8月31日， 北京工人体育场落成， 同年9月
13日， 10万名观众齐聚这里， 参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
一次大型体育盛会———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一篇 《工体是如何 “炼成的”》 报道记录了修建
工体的起因： 1955年第一届全国工人运动会期间， 在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工人体育展览会。 时任
国家体委主任贺龙与全总主席赖若愚参观展览会， 展
会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情况时向领导提出： 首都还没
有一个大型体育场， 既不适应体育运动的发展， 也不
符合日益增多的国际竞赛活动的需要， 建议建设一个
体育场。 当时， 两位领导予以肯定。

1956年5月31日， 北京工人体育场筹建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在北京市工会联合会会议室召开， 按照当时
的修建计划 ， 工人体育场的投资总额为1700万元 。
1958年7月1日， 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始进入建设阶段，
由北京市第五建筑工程公司于同年9月正式开工， 并
被确定为首都工人阶级向建国十周年的献礼工程。

虽然现在工体以及周边地区属于闹市区， 但50年
前， 这里的情况可大不一样， 属于北京东郊。 据北京
职工体育服务中心原副主任王春宜介绍， “原来这里
一片荒凉 ， 大的苇坑就有9个 ， 小的苇坑得有几十
个。” 据北京职工体育服务中心原主任助理王富田介
绍， 工地的地势不一样， 东北角基础1米多深， 而西
南角的基础是8米多深 。 就是说 ， 要想修建体育场 ，
就要把地势填平 。 虽然时间紧 、 任务重 、 施工难度
大， 但这些都难不倒首都工人。

仅仅经过了11个多月， 1959年8月底， 工人体育
场就全部完工了，成为当时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

北京工人体育场主体是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椭
圆形建筑， 外墙面是灰白色水刷石罩面。 建筑南北长
282米， 东西宽208米。 分为24个观众看台， 共有56排
座位。 工程竣工后不久， 北京工人体育场就承接了第
一届全国运动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 开幕式到场观众
超过10万人， 由北京市部分大、 中、 小学和天津体育
学院共8千名学生表演了大型团体操 。 在闭幕式上 ，
我国国家足球队和苏联国家足球队进行了一场精彩的
友谊比赛， 这是在工体举行的第一场足球赛。

为职工体育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1959年至今， 北京工人体育场承接了不计其数的
体育比赛和各类大型活动 ， 继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之
后， 这里又举办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七届全运会，
并承办了第11届亚洲运动会开、 闭幕式及比赛， 第21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 闭幕式， 第13届亚洲杯足球
赛， 全国足球甲A联赛北京现代队主场比赛， 2008年
北京奥运会部分比赛等大型体育赛事。

当然， 工人体育场服务最多的还是职工。
1960年5月1日， 首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体育大

联欢在工人体育场举办， 观众约8万人。 此次五一国
际劳动节的体育活动举办了两天， 主要的体育项目是
足球、 篮球、 手球、 武术表演和游泳等。

1964年5月1日， 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了8万人的
庆祝 “五一” 节活动。 10月2日至3日， 北京市第五届
工人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 。 运动会设有田
径、 举重、 摔跤、 公路自行车等比赛项目。 大会的开
幕式于10月2日举行。 北京汽车制造厂、 铁路印刷厂
等单位的职工在开幕式上进行了团体操表演。

1985年9月7日至15日， 全国总工会和国家体委联
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工人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
行 。 参加这届运动会的有各省 、 市 、 自治区以及银
鹰、 火车头和水力电力体协等32个代表团， 4600余名
运动员。 运动会进行了足球、 篮球、 排球、 乒乓球、
田径、 游泳、 举重、 自行车8个项目的比赛和武术表
演。 在这届运动会8个项目的比赛中， 共有298人打破
了全国工人运动会纪录。

1986年， 为迎接1990年将在北京召开的亚运会，
工体进行了为期3年多的改造。 工人体育场的主体结
构在此次改造中进行了加固， 改造后， 全场座椅被替
换成玻璃钢材质的无靠背 “盆椅”， 并用象征着 “红
花、 绿叶、 大地、 海洋” 的红、 绿、 黄、 蓝四个颜色
来标识各个区域， 观礼人数为7万人左右。 工人体育
场成为我国具有国际水准的体育比赛场地。 1990年9
月22日晚， 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拉开帷幕。

1996年10月4日， 第三届全国职工运动在工人体
育场举行。 在服务的过程中， 工体的硬件、 软件也在
进一步提升。

2006年开始， 为了迎接2008年将在北京进行的奥
运会， 工人体育场又进行了奥运改扩建工程。 由于工
体建于1959年， 当时建筑水平所限， 工人体育场最初
建成时并没有抗震设计， 而此次改建中， 抗震被当作
了一项重要指标。 经过此次加固后， 工人体育场可以
抗6至7级地震 。 在改造中 ， 工体还新增设了通讯系
统、 新闻服务系统、 背景广播系统等设施。

为更好服务转型“专业足球场地”

2011年， 工人体育场再次改造的消息轰动媒体，
因为工人体育场将由综合性体育场变身为专业足球场
地。 其实， “足球文化” 是工人体育场服务职工的重
点。 从1959年10月3日举办了首场足球赛开始， 工人
体育场就逐渐成为首都职工心中的 “足球殿堂 ” 。
1977年9月17日， 中国队对战美国宇宙队的比赛在工
人体育场举行， 球王贝利参赛。 1994年5月15日、 1995
年6月8日， 中国队两次在工人体育场对战桑普多利亚

队。 2003年8月2日， 中国龙之队在这里对战西班牙皇
家马德里队。 2013年， 中国队在这里对战荷兰队……
工人体育场成为北京国安队主场后， 各种比赛的盛况
更是有目共睹。

2012年7月21日， 一场61年不遇的大暴雨考验了京
城。 当天， 工人体育场进行了2012赛季中超联赛第18
轮比赛 ， 北京国安主场迎战杭州绿城 。 虽然大雨瓢
泼， 依然有2万多观众到场冒雨观战， 气氛热烈。 工
人体育场也经受住考验。 因为有强大的排水系统， 比
赛在大雨中顺利完成。 在经历了2004年男足亚洲杯及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两次升级改造后， 工人体育场场地
也达到了承办国际顶级赛事所需一系列硬软件要求。
随着 “北京需要一个专业球场” 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
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工人体育场专业球场改造
工程最终得到批复。

北京工人体育场王来雨副场长介绍， 最大的改造
是将看台逐级垫高， 看台座位向前延伸十排， 改造后
的工体最前排座席距离球场草皮的距离约为20米 。
“这样做是为了让观众更贴近球场， 且能容纳更多的
观众 。” 另外 ， 为了不遮挡观众的视线 ， 场地内的
“替补席” 更改为下沉式， 替补席低于地面。 场地内
安排了防跳箱、 投掷防护网等设备。 经过2011年的改
造， 北京工人体育场形成了专业足球场的基本样态。
为了更好的服务， 工体的小修小补也在一直进行中。
在采访中， 记者看到工体替补席座位已经更换为 “太
空椅”， 不仅是软座 ， 而且靠背可调节 。 王来雨说 ，
这是今年最新的改造， “一排还是20个座位， 但是新
座椅更宽大， 为此， 下沉的替补席整体加长了。”

最先进草坪提升工体服务质量

采访中， 王来雨带着记者绕着北京工人体育场转
了一圈， 详细地介绍了工人体育场作为专业足球场最
大的资本———草坪。 “我们有最先进的草坪。” 王来
雨提起脚下的草地， 脸上的表情都透着 “傲娇”。 他
介绍， 从2013年起， 工人体育场场地的草坪使用 “两
季” 草， 以保证草坪永远是最好长势。 每年5月， 草

坪换上暖季草， 到9月更换为冷季草。 “在工艺方面，
我们使用的是1米宽、 10到15米长的大草卷， 而且是
膜上草。 由于铺设不伤根， 能在三天内完成铺设， 维
护一周就能进行比赛。” 王来雨说， 如果使用传统工
艺， 草皮直接铺于土地上， 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进行
维护， 才能进行比赛。

工人体育场的草坪喷灌设备隐藏于地下， 根据季
节和气温、 天气的情况， 喷灌设备会随时 “露头” 对
草坪进行浇灌。 每次铺完草坪， 还有专门的场地工作
人员对草坪进行平整度、 软硬度的检测和调整。

王来雨说 ， 工人体育场的草坪就像 “眼珠子 ”。
有专门的队伍维护草坪， 每年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工
成本。 为保护草坪， 2004年工体就花费300万购买了
“草坪保护板”。 这种特殊的设备带有空洞， 铺在草坪
之上， 对草坪起到保护作用， 而且位于掩体下的草皮
还可以呼吸不会 “闷”。 草坪保护板广泛用于工人体
育场承接大型演唱会及大型庆典活动之时， 保护板铺
在草坪之上， 并在上面安排演唱会的座椅， 可以让数
千人 “坐” 在草坪上， 而不伤害草皮。 “因为这东西
比较罕见， 价格又高， 经常被外地的体育场借用。 这
不， 这两天保护板就在武汉出差呢。”

智慧工体人的奇思妙想

其实， 工体最大的财富还是 “工体人”。 经历了
各种大型赛事之后， 工体人的眼界更开阔了， 工作能
力和服务意识进一步提高。 在工体58年的成长中， 工
体人也在一代代的成长起来。 工体的老职工刘集安介
绍： “办亚运会时， 我在广告部。 开幕式的时候， 观
众台上要摆厂家的商标， 怎么做这个商标？ 厂家送过
来的都是巴掌大的小样。 我们自己画， 印刷出来， 粘
在三合板上。 用合页把三合板连接起来， 形成能站立
的三角形， 最下面的板子还有插销， 防止滑动。”

“在一次大型活动中， 舞台要搭在体育场的中央。
怎样保证不损坏草皮？ 大家集思广益， 最后选定的方
案是用啤酒箱子搭建舞台， 啤酒箱子有空隙， 能够让

草坪呼吸， 而且分量小。 我们从啤酒厂买了1万多个
啤酒箱子， 完成了舞台搭建任务。” 王来雨说， 其实
现在工体的每一个细节都透着工体人的 “奇思妙想”。
比如， 全场围着观众席的内圈， 安设了一圈防跳箱，
共140多个。 这圈防跳箱的作用是防止有人从观礼台
跳到赛场。 防跳箱由可折叠的钢架作为支撑， 上面有
绳子编成的网 。 因为是柔软的 ， 人跳到上面不会受
伤， 但站起来不容易， 给安保人员维护秩序争取了时
间。 “这圈防跳箱是第三代。 第一代是铁架子， 固定
的， 不能收起。 当有大型活动时影响美观。 第二代是
充气的， 易磨损， 维护成本高。 现在的防跳箱是我们
自己研制的， 有点像折叠桌子能收起来。”

王来雨介绍， 为防止球场内的足球飞到观众席伤
人，同时防止观众向赛场投掷杂物，在赛场和观众席之
间还有一圈“投掷防护网”，这是由36根可拆卸的金属
杆子挂着“渔网”形成的。 “这也是我们的首创。 在国外
的足球场，投掷防护网是固定设施，不能拆卸。 但工体
不仅有足球赛，还有其他大型活动，这网不能总立着。
需要时要立起来，不需要时还要能收起来。 ”王来雨说，
投掷防护网最重要的是不能阻挡视线，几经研究，工体
选择了“渔网”和可收起的立杆来解决。

今年夏天， 歌手周杰伦来工体开演唱会，又
给工体出了一道难题。“要连着举办两天，就是说
草皮在保护板下面要待两天。因为从未有过这种

情况，我们不知道草坪能否承受得住。 ”王来雨介绍，
“为保护草坪，减少成本，我们选择了一块3500平方米
的地方，对草坪的承受力进行测试，把这块草皮用盖板
盖起来，随时测量盖板下的温度、湿度，观察草的生长
情况，测试的结果是现在使用的暖季草可以承受。 ”周
杰伦的演唱会顺利进行，并且没有给草坪构成伤害。

为“公益”工体将进一步转型

记者了解到， 工体24小时不关门， 随时接待有健
身需求的市民 。 每天早上6点钟 ， 天色刚刚有些亮 ，
工体已经苏醒， 来跳舞、 练太极的人群在工体北门的
广场上热热闹闹地锻炼起来。 而夜幕降临以后， 在工
体北门广场东边的小树林里， 一溜乒乓球台子正同时
进行着对决———工体一直都没有忘记其为职工服务的
初衷。

北京职工体育服务中心主任孙立冬介绍， 2013年
工体确立了以 “公益” 为目的的发展方向。 2013年8
月， 11个国标乒乓球台子、 三个篮球标准场、 四个篮
球半场悄然出现在工体北门的东北角， 工体还为锻炼
的市民铺设了专业的丙烯酸地面， 架设了十多盏夜光
灯。 同时， 在体育场内， 有两块五人制足球的小运动
场。 在体育场外围， 还有一条千米健步走廊。 由于看
台口比较长， 工体的工作人员就选取了主席台旁的看
台口拉上了羽毛球网， 作了地面， 两块专供市民健身
用的羽毛球场就形成了。 这样的健身空间， 工体有十
几处。 2014年， 第一个市级职工体质监测示范站落户
工体， 只要是持京卡·互助服务卡的工会会员都可以
免费享受至少11项的体质测试。

孙立冬介绍， 工体要进一步在为 “职工服务” 上
作足文章 。 “我们在商业合作的项目中 ， 特意划出
1600平方米的空间 ， 用于建设首都职工运动健身中
心， 现在这个项目正在设计。” 孙立冬表示， 工体将
设立专门的管理中心作为运营机构， 运行首都职工健
身中心、 首都职工体质检测中心， 未来还要建设首都
职工康复中心、 首都职工运动心理体验中心。 此外，
工体 “足球圣殿” 的地位将进一步被巩固， “我们还
将首都职工足球产业链的建设作为工体今后发展的核
心。 比如组织职工足球比赛等， 都在未来发展的构想
中。 下一步我们会引进国际知名运动品牌， 比如健身
器材、 运动服饰等， 打造为首都职工直接服务的旗舰
店， 为未来更好地服务职工创造条件。”

今年年初， 工人体育场智能车牌识别停车收费系
统开始启用， 进出场馆的车辆只需减速， 就可抬杆通
过。 6月， 移动支付停车费系统上线， 车主使用电子
支付， 即可快速驶离体育场馆。 今后， 工体还将实现
wifi全覆盖， 进一步把工体建设成智能场馆。

毋庸置疑， 58岁对一个建筑来说， 这不是一个小
岁数， 但是在我们眼中， 工体依然青春似火， 服务职
工、 服务社会的热情不但没有削弱， 反而更加成熟、
更加稳健、 更加慷慨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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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 正值北京工人体育场建成58周年。 1959年8月31日， 北京工人体育场落成， 这也是当时北京市最大的综合性体育场， 它是新
中国成立十周年时著名的 “十大建筑” 之一， 它是北京人心中的一份 “乡愁”。

因为有独特的地理位置、 便捷的交通， 尤其是有优质的服务保障， 至今工人体育场依然保存它独特的魅力。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竣工58周年之际， 记者探访了这座北京地标性建筑， 寻访它深层次的人文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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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管理与监测 运动员在第一届全运会上合影 （资料片）工体举办的职工足球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