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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文 彭程/摄

为轨道安全建设
编制“教科书”

“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不可视化， 容易出
现事故。”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公司主任工程
师童松告诉记者， “安全隐患排查系统” 是他和
同事们根据多年工作经验和需求于2012年研发出
来的。 此外， 在童松的主持下， 多部轨道交通建
设工程标准化手册， 成为行业安全建设的 “教科
书”， 在全国同行业中均属于首创， 填补了我国地
铁安全建设没有统一规范的空白。

老父亲的叮嘱是他的座右铭

童松的父亲曾是一位铁道兵， 退伍后参与北
京地铁1号线、 2号线的建设， 童松的母亲是北京
地铁的一名运营管理人员。 童年的童松虽然常被
父母带到地铁施工现场， 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
己会和父母一样， 成为轨道交通建设者中的一员。

2003年进入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公司工
作的童松， 进入了一个算上他只有三个人的安全
管理部门工作。 虽然那个时候地铁建设安全监管
方面没有任何标准和体系可以参照， 但童松已经
决心把地铁轨道交通建设事故发生率给降下来。

“干上管安全这一行， 就是不能出事故， 凡
事要对得起良心。” 对于在北京地铁建设前线奋战
了20多年的童松来说， 老父亲的叮嘱是他的座右
铭。 有一次， 童松到一工地检查， 现场走了一圈
儿后， 他的脸立即就 “黑” 了下来。 负责安全的
管理员是个小青年， 平时跟童松关系也挺好。 但
一见面， 童松就提了三条要求。 “一是我带着你
现场再检查一遍； 二是你给我写一份深刻检查；
三是你当月的奖金要全扣掉。” 一听这话， 小青年
不干了。 童松一句话没多说， 拉着小青年回到现
场， 当下就指出存在的一些 “小” 毛病。

事后，施工单位公司领导找童松说情，童松就
说一句话：“人命关天，让我管就得按制度办。”第二
天整改完，童松又笑呵呵地给哥儿几个逗乐子了。

“安全隐患排查系统”问世

一次， 值守在现场的童松整整熬了7天， 用凉
毛巾擦了一遍又一遍。 眼睛红肿了， 他还努力地
撑着。 同事拍了他肩膀一下， 想说该回家歇歇了，
却发现他直接靠墙打起了呼噜……

鉴于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的不可视化， 童
松开始着手 “安全隐患排查系统” 设计。 最终 ，
童松与同事一起于2012年把 “安全隐患排查系统”
研发出来投入试运营， 并进入正式运营。

自从有了 “安全隐患排查系统”， 地铁轨道交
通建设事故发生率大大下降。 童松说， 以2018年1
月至9月为例， 就监控到了6万余条安全隐患， 实
现98%以上的安全隐患可以完全整改消除。

童松介绍， “安全隐患排查系统” 有了， 事
故发生率降低了， 但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施工条件
复杂， 工程任务繁重。 随之让他感到压力山大的
是地铁建设危险系数居高不下。 因此， 如何将建
设与安全相结合， 成为一个新的安全建设标准成
为一个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因几乎没有可借鉴的资料， 编制标准化手册
均要实地实物验证 ， 通过计算和实物检验 。 从
2011年开始， 童松每天都泡在网上查资料， 跟大
大小小的专家请教， 跑遍了满北京的地铁工地。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童松终于编制完成《北京
市轨道交通安全生产管理标准化手册》和《北京市
轨道交通安全生产管理标准化图集》， 我国地下轨
道交通建设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安全生产管理标准。
2013年起， “标准” 在北京的轨道交通工程项目
中全面推广应用。

完善标准制定第三方服务评价体系

如今， “安全” 二字已转化为童松编制的多
部标准， 每一部标准都是轨道安全建设的 “教科
书”， 填补了我国地铁建设没有统一规范的空白。

此后， 童松又主持编制了 《城市轨道交通安
全防护设计与施工标准图集》。 这几套标准汇总了
地铁施工中安全和质量控制的各个方面， 填补了
国内轨道交通建设安全生产管理标准方面的空白。

随着发展和变化， 地铁轨道建设环境和安全
隐患也随之变化。 “有的地方地下水位有所上升，
地铁轨道建设使用传统方式进行抽水已经无法完
全满足， 可能需要使用冰冻方式解决。” 童松编撰
的多部标准手册和图集也会随之升级修改。

在童松看来， 万事都应以安全为重， 第三方
服务公司及服务参差不齐， 童松希望地铁轨道交
通建设购买第三方服务评价体系尽快理顺， 出台
统一评价标准， 为一线工人的生命及国家财产安
全再加一把保障锁。

小时候， 提起 “榜样” 二字， 感觉很遥
远， 但是莫名的有种距离感。 长大了， 劳模、
先进、 北京榜样……由于工作原因， 几乎总
能遇到。 接触多了， 感觉他们并没有那么陌
生， 甚至有的时候就像你的朋友， 你的亲人。
童松， 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自小出身于“地铁家庭”的他，好像早知道
自己会踏入这个大门，但工作时目睹了建设者
的离世，让他再次认清了自己的方向———安全

监管。 “干上管安全这一行，就是不能出事故，
凡事要对得起良心。 ”童松告诉记者，老父亲的
这句叮嘱已经成为了他的座右铭。

“‘童哥’ 只要不碰到 ‘安全’， 还是很好
说话的。” 身边的人都这么说他。 但就是有他
的这一份执着， “安全隐患排查系统” 问世
了， 事故发生率也降低了。 他也因此成了 “名
人”。 可光环并没有冲昏他的头脑， 而是踏踏
实实的做好分内事， 过着平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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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他们们是是这这座座城城市市的的一一盏盏灯灯，，
虽虽然然微微弱弱，，但但一一旦旦集集聚聚起起来来就就可可以以照照亮亮夜夜空空；；
他他们们是是这这座座城城市市的的一一把把盐盐，，
虽虽然然细细微微，， 但但一一旦旦汇汇入入心心河河就就可可以以滋滋润润百百万万

人人的的生生活活；；
他他们们和和你你一一样样，，
每每天天奔奔波波在在人人生生路路上上，，
因因为为心心中中装装着着梦梦想想的的罗罗盘盘，，
所所以以，， 不不会会偏偏航航。。
他他们们在在你你的的身身边边，，
有有时时是是你你的的街街坊坊邻邻居居 ，， 有有时时是是你你的的同同事事同同

学学，， 有有时时是是你你在在公公交交站站邂邂逅逅的的那那抹抹柠柠檬檬黄黄…………
如如果果遇遇见见，， 请请确确认认眼眼神神，，
一一个个注注目目礼礼，， 就就注注定定可可以以温温暖暖一一座座城城——————
他他们们是是 ““北北京京榜榜样样””，， 也也是是你你的的身身边边人人，，
因因为为有有了了他他们们，，
城城市市更更加加美美好好，，
我我们们的的人人生生路路不不再再孤孤单单…………
““北北京京榜榜样样”” 人人物物特特刊刊，， 期期待待你你的的关关注注——————

一一起起致致敬敬那那些些美美丽丽的的心心灵灵！！

学榜样
我行动

———榜样故事

做好分内事 过平凡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