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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曾丽珍/摄

地铁工地有支年轻测量队
平谷丫髻山传统文化庙会开幕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本报记者 白莹/文 孙妍/摄

中关村大街最后的电子批发市场被拆

□本报记者 张晶

凌晨1点钟， 郑原野和他的4
名队员， 有的背着三角架， 有的
肩膀扛着沉甸甸的仪器箱， 从工
地上回到了项目部。 “原野， 吃
桶 泡 面 再 忙 乎 。 ” 罗 宗 辉 说 。
“你先给我泡上， 我去把衣服搓
两下。” 郑原野放下仪器， 转身
去洗衣房洗起了衣服。

这是一支平均年龄才25岁的
测量队， 最大是1988年生， 最小
的1997年生。 他们来自中铁十六
局轨道公司承建的昆明地铁6号
线二期工程五工区。

工期紧， 任务重， 测量人员
配备少， 尤其当前隧道转弯半径
变小， 全站仪移站次数增多了，
测量队员们每天更是24小时、 随
叫随到作业。 他们要全程复测、
核对数据 ， 当好盾构机的 “眼
睛”， 以确保施工安全。

早上10时， 郑原野接到了右
线盾构司机的电话， 盾构机已开
到另一转弯处， 需要测量班进行
全站仪放置点的更换。 郑原野与
队员们又背起他们最熟悉的仪器
走进隧道内， 通风机轰鸣作响，
掌子面上工人们的影子在灯光下

拉得特别长。 要放好全站仪， 先
得在盾构机顶设好托架。 隧道内
温度近40℃， 测量队员们翻过裹
满泥浆的钢板、 用尽力气爬上电
缆顶端、 匍匐钻过传输泥浆的纽
带， 好不容易到达盾构机顶部，
已然浑身湿透。 光线不足、 空间
狭小 ， 使得托架设置点不好找
寻。 为使托架安装平稳， 进而保
障全站仪位置的准确性、 精准地
为盾构机探路， 他们在每一次定
位时， 不断核对数据， 前、 后、
左、 右， 基本上每一个坐标， 他
们都测量3次以上。 找准位置后，
测量队员们开始紧张地钻孔作
业。 钻声轰鸣， 粉尘弥漫， 灰与
汗粘在一起， 落到眼睛里， 他们
也就擦两下， 继续工作。 半小时
后， 孔钻好了， 托架也装好了，
他们把全站仪架设好， 测量无误
后， 准备离开。 盾构司机随手递
过去一瓶水 ， 郑原野笑着摆摆
手： “不了， 我们还要赶去地面
测量。” 说完， 这支测量队伍匆
匆离开了。

11时30分， 测地面沉降。 测
完后， 到附近餐馆随便吃点饭。

12时30分， 到隧道左线测量管片
姿态。 13时30分， 大部分人还在
午休中， 郑原野和队员再次背起
仪器赶到右线。 17时30分， 郑原
野和队员们穿着一身汗湿、 沾满
油的衣服回到办公室。 随后， 有
的拿着一沓厚厚的资料便开始埋
头整理数据， 有的擦拭、 调整仪
器、 清理存储间。

仅一天时间， 在冰凉的仪器
按键上 ， 测量队员们就 “滴滴
滴” 地摁了几百次， 他们成功完
成了全站仪的移站、 200多环管
片姿态的测量工作。

18时30分， 忙碌了一整天，
终于可以歇一口气了， 他们吃完
晚饭等待又一轮工作的开始……

“老”测量员罗宗辉说，其实
他们经常深夜去隧道内调试全站
仪、测量井下加密导线控制点。每
天早上，为了能多休息会，他们连
脸都不愿意去洗； 晚上从工地回
来，直接囫囵睡过去了。

“这是咱们的工作，也是咱们
必须的责任， 得时刻有种 ‘钻’
劲！”郑原野微笑地说，“测量班的
脚步和手表一样不停歇。 ”

当好盾构机的“眼睛” 脚步像手表一样不停歇

5月14日傍晚， 海淀区甘家
口街道的社区居民与武警北京总
队某警卫中队的武警官兵围坐在
一起， 共同观看了一场露天电影
《百团大战》。 与普通的露天电影
不同， 这场电影是由来自中国劳
动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的学员郑
峰为大家放映的。

郑峰是2015年度全国劳动模
范， 刚参加工作时是牡丹江市新
华影剧院一名普通的电影放映
员。 2008年， 响应 “文化下乡”
的号召， 扛起电影放映设备一干
就是10年， 亲手将电影送到了牡
丹江市一百多个乡村。

据介绍， 当天的活动是 “大
国工匠面对面———全国劳模走进
甘家口街道 ” 系列宣讲活动之

一。 今年5月至6月， 中国劳动关
系学院和甘家口街道将举办4场
专题宣讲活动， 邀请在中国劳动
关系学院劳模本科班就读的全国
劳模利用课余时间走进甘家口街
道， 与居民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宣讲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感人事
迹， 一些劳模将向社区居民展示
剪纸、 电影放映等长期在工作岗
位上练就的高超技艺。

同时，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
模本科班的学员代表还受聘为甘
家口地区百姓宣讲员 ， 今年10
月， 他们将参与 “改革开放四十
载 阔步迈入新时代 ” 大型百姓
宣讲活动， 与甘家口地区百姓宣
讲团的全体成员一起 ， 深入社
区、 学校、 企业进行宣讲。

“通过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联合开展系列活动， 我们希望进
一步弘扬劳模精神， 推动诚实劳
动、 勤勉工作蔚然成风。 同时我
们也想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发挥
党建的引领作用， 挖掘地区特色
资源， 搭建地区 ‘共建·共治·共
享 ’ 的平台 ， 形成地区发展合
力。” 甘家口街道工委副书记陈
淑珍说。

和郑峰一起参加活动的还有
劳模班的另外两名学员。 一位是
来自西藏那曲市罗玛铁路护路联
防大队的平措扎西， 还有一位是
刚刚年满30周岁的新疆小伙赛福
丁·伊斯热依力， 他是新疆中泰
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电石车
间的一名值班长。

社区来了全国劳模宣讲员

昨天 ， 主题为 “尚道桃源
祈福丫髻” 的北京平谷第二十九
届丫髻山传统文化庙会， 在国家
4A级景区丫髻山举办 。 庙会将
持续18天， 期间将举办 “民俗丫
髻、 非遗丫髻、 休闲丫髻、 养生
丫髻、 美食丫髻” 五大板块20余
项特色活动。 庙会期间， 10万盏
各色灯笼依据山势， 沿着登山步
道扮靓丫髻山。

在丫髻山太极广场， “丫髻
山祈福迎祥” 仪式拉开庙会的序
幕。 丫髻山因受皇帝敕封且接待
过多位皇帝， 形成了刘家店镇的

皇家文化元素。 庙会上， 群众演
员表演 “皇家敬香祈福” 重现丫
髻山皇家道场昔日祈福的盛况，
再加上 “太极拳表演” “道教音
乐展示” 等活动， 游客可直观感
受丫髻山的文化底蕴和魅力。

作为平谷区的一项大型传统
文化活动， 丫髻山传统文化庙会
具有极深的文化底蕴， 是华北地
区四大庙会之一， 被列为北京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游客可通
过一系列活动， 感受丫髻山千年
历史文化魅力和平谷区推进全国
文化中心建设成果。

昨天上午， 海淀街道、 海淀
城管执法监察局、 公安、 交通等
部门共同对北四环 “一号桥” 西
北角的广安中海电子市场 2层
4800余平方米的违法建设予以拆
除， 工期预计1个月。

广安中海电子市场2层违建
建于1998年， 其产权单位为北京
公共交通控股 （集团 ） 有限公
司， 主要用于出租给商户进行电
子产品批发 ， 此前市场里约有
400余家商户。 市场经营批发电

子产品较多， 与中关村西区业态
调整不相符合， 并存在安全隐患
和交通拥堵等多种问题。 中关村
大街沿线的最后一个电子批发市
场拆除后将建4000平方米花园。

近几年， 中关村西区和中关
村大街业态调整和街道整体提升
项目全面启动， 海淀街道先后对
海龙、 鼎好、 E世界等电子市场
进行改造升级 ， 取而代之的是
“创新工场、 创业公社” 等企业，
成就了中关村知识产权一条街。

将建4000平方米花园

昨天， 2018年北京市公务员
科学素质大讲堂启动仪式暨首场
讲座成功举办 。 中国工程院院
士、 信息网络与信息安全专家方
滨兴做了题为 《大数据与智慧城
市建设》 的讲座， 160多名来自
各区的公务员参加。

方滨兴院士引用了大量详实
的数据，对大数据的概述、大数据
安全、 大数据的应用及大数据在
智慧城市建设中发挥的作用等内
容进行了重点讲授， 加深公务员
对大数据和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解
与把握。 讲座图文并茂、 深入浅
出，赢得现场公务员的阵阵掌声。

北京市公务员科学素质大讲
堂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自2009年
起已成功开展了10年， 形成北京
市公务员科普品牌效应。 今年大
讲堂活动将邀请包括两院院士为
代表的各领域专家、 学者， 讲座
内容围绕科技创新、 生态文明建
设 、 京津冀协同发展等12个领
域。 同时， 创新活动方式， 开展
科普场所参观、 知识竞赛、 主题
演讲等科学素质活动， 线上与线
下同步开展， 推进科普理念与科
普实践双升级， 推动公务员科学
素质建设。

公务员科学素质大讲堂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