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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与职工同行

金秋十月， 华夏大地迎来了新中
国成立69周年。 当人们归家团聚， 出
游散心， 尽情享受国庆长假的时候，
还有一大群人却在坚守岗位， 他们将
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假期， 用辛勤的
劳动祝福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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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雪

□本报记者 马超

钻草丛跨水沟精确测量

他是项目的 “开荒者”， “圈地” 是他的拿手
好戏； 他是项目的 “策划者”， 一方土被他玩的风
生水起； 他是项目的 “步行达人”， 他走过项目内
外每一寸土地。 他就是中建三局北京公司2022年
冬奥会崇礼赛区再生水厂工程测量员柴雪， 在自
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 用一台台仪器、 一把把尺
子， 书写他的履历。

工作中他是精度的追求者， 他的眼里不止是
达到规范要求的精度， 他在每次放线的时候都力
图将误差做到最小 ， 规范是2mm， 他就要放到
1mm以内， 每个点都要反复核对， 跟他配合的同
事被他折磨的都说 “不跟你玩了”。 但是就是这种
“线要细” 的这种信念， 让他从普通的测量员到测
量负责， 负责公司重大项目 “鲁能” 的测量， 在
土方计量方面成效显著， 增加了项目效益， 荣获
先进个人， 这些无不体现了他的实力。

测量工作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有时候为
了找一个控制点， 需要钻过草丛、 跨过水沟。 在
崇礼的一个项目， 因为地处山区， 又恰逢冬季，
一个控制点在山上， 山上还有积雪， 但是为了项
目能尽快投入， 他主动请缨， 提前进行放线工作。
山区的道路很崎岖， 加上路面积雪， 他拿着仪器
一步步往上爬， 结果一不小心就滑倒了， 为了保
护仪器不被摔， 他身体重重地摔倒了。 “没事”，
他拍拍腿上的雪说道， 头也不回地继续往上爬，
但是明显看到还是很疼， 回来撸起裤腿， 膝盖已

经青了。
项目的进度是他最不愿耽误的。 在这些日子

里， 有大雪、 暴雨， 有太多的经历， 有拿着仪器
跑着避雨， 有满头大汗在太阳下的暴晒。 只为了
留下一个好的名声， 一个好的项目。 工作十年来，
他遇到过太多的项目， 经历过长线作业的道路施
工， 十米以上的深基坑， 经历过烈日下的暴晒，
冬日里的寒风， 带给他的不是生活的艰辛， 却是
苦中作乐的情趣。 工作的日子里， 他永远是一个
乐天派， 永远能找到有趣的事， 把烦躁的工作变
得生动起来。 “3、 2、 1蓝天、 白云、 晴空万里，
突然暴风雨……” 在空闲时候拍个小视频， 对别
人来说枯燥的工作环境被他玩得有滋有味， 同事
们都特愿意跟他玩， 为项目增加了乐趣。

经历过烈日的 “烤” 验， 经历过雪地里的跌
倒， 经历过长线作业的跋涉， 留给他的是一滴滴
挂在脸上的汗水， 一块块留在膝盖上的淤青， 他
依然微笑着， 还是那个 “乐天派”， 尽管挂在一张
被时间见证过的黝黑的脸上， 他还会走下去、 爬
上去， 陪着他的是他心爱的仪器和丈量过的土地。

面对即将到来的国庆， 柴雪表示， 将继续做
好手中工作， 为国庆献礼。

中建三局北京公司2022年冬奥会崇礼赛区
再生水厂工程测量员

王帅、高峰、马恩平

□本报记者 白莹

紧盯每个工作细节
为施工安全保驾护航

中铁四局北京地铁19号线09标项目职工

北京地铁19号线是首都 “十三五” 重点建设
的轨道交通线路之一， 全长60多公里， 分为两期
建设， 目前施工的为一期工程。

中铁四局北京地铁19号线09标包含一站三区
间， 本标段水文地质复杂、 施工面临大断面、 多
隧道、 长距离密贴下穿既有线， 施工难度大， 周
边涉及的企事业单位、 学校、 商业及居民众多，
热力、 电力、 燃气、 雨污水等大型市政管线繁杂，
这对地铁施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确保地铁线路正常开通， 实现业主下达的
工期一级节点计划， 身为生产副经理， 王帅将在
工作中恪尽职守， 做好施工生产的进度与安全管
理工作。 国庆期间正值北京地铁19号线09标施工
大干， 目前， 全线六个工点全部进入施工高峰期，
面对施工进度压力， 王帅积极统筹协调各工点施
工安排， 调配资源配置， 确保了各工点施工的正
常推进。 管段内的二衬施工， 是全线第一个完成
初支开挖区间； 新宫站至新发地站区间暗挖法下
穿施工为本标段特级风险源， 区间临近和下穿既
有地铁4号线车站， 施工中， 确保既有地铁车站正
常运营是本工程施工的重点及难点， 现已正式进
入既有线下穿作业， 施工安全可控。

在国庆佳节来临之际， 王帅与他的工友真诚
祝愿全市人民及节假日奋战在一线的生产同仁国
庆节快乐。 王帅说： “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是城市
的枢纽工程 ， 是现代化城市的重要标志， 更是
惠及广大群众的民心工程， 我们将在工作中秉持
匠心为北京市轨道交通铸造品质工程。 国庆期间
项目部全体职工将坚守岗位， 确保节日期间各项

工作有效推进， 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
高峰、 马恩平是地铁施工前线的一线测量人

员， 在前期测量工作中做好监测点埋设及初始值
的采集工作， 在区间及车站施工前完成了场区内
的控制点的加密工作， 在施工过程中完成了区间
竖井及车站的控制点布设工作。 在风险管控中，
运用风险监控平台， 把施工状态和监测数据紧密
地结合一体， 通过对监测数据的分析采取有效的
施工措施， 降低施工风险。

测量工作是给技术、 安全部门提供依据的先
行部队， “在节假日期间， 我们将坚守岗位， 做
好本职工作， 在工作中恪尽职守为施工生产保驾
护航。” 高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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