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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住一公司首都新机场高速公路地下综合管廊06标段项目主任工程师亢天之

———记北京环卫集团机扫公司天安门环境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温莹莹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把牢天安门环卫作业的“安全门”

就爱应用新技术的年轻总工

□本报记者 崔欣

他是住总系统自己培养出来
的年轻技术干部； 在北京住总集
团中标贵阳市地铁2号线6标段项
目后， 他与同事转战到地质条件
复杂、 生活条件艰苦的贵阳地铁
工地， 担任该项目标段工程部长
时年仅26岁； 平日他重视学习掌
握先进技术软件 ， 率先取得了
BIM证书， 并在首都新机场管廊
投标中得以应用BIM技术， 最终
成为国家重点大型项目最年轻的
总工程师之一。 他就是北京住总
第一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首都新机
场高速公路地下综合管廊06标段
项目主任工程师亢天之。

提起亢天之， 同事们一致的
评价是爱学习、 爱思考。 原来，
他非常善于将在学校、 行业内进
修 、 交流中的先进经验进行总
结， 在日常负责的工程技术、 测
量、 试验、 质量管理、 投标、 现
场踏勘中应用Auto CAD及Revit

等软件进行深化图纸和图纸纠
错、 工程量核算， 应用Project软
件进行施工进度计划及管理。

“现在非常推行BIM技术 ，
尤其是它可以将2D的平面抽象
转换为3D直观表达 ， 从而可以
找到图纸设计中的缺陷， 以避免
不必要的损失。” 在新机场管廊
项目建设中， 亢天之和另一个同
事就将这一先进技术应用到了深
化图纸工作中。 “我们摒弃了以
往靠脑力来寻找图纸问题的方
式 ， 利用这项技术将2D的图纸
建成3D立体图纸 。 在这个建模
中， 就可以找到原图纸的错误。”

果不其然 ， 就在深化图纸
中， 亢天之他们发现原图纸中，
有的地方两面墙重叠或设计不合
理， 有的构造其立面图与剖面图
所设计的位置不同或有冲突， 铺
设的天然气管线和自来水等管线
的通道有碰撞， 同一里程号在两

套图纸的位置不同…… “从一开
始就将错误一一找到， 并与设计
方进行沟通， 然后一一改正， 可
以节约施工时间和成本。 比如铺
设的天然气管线、 自来水管有碰
撞这一问题， 就可以从一开始就
了解到从哪儿进行跨跃或调整，
避免施工后再进行返工。”

其实， 亢天之做这项工作完
全是利用晚上的时间。 “白天我们
还有其他工作要做， 只能利用业
余时间来完成。有时，要干到深夜
一两点才去休息， 白天依然要正
常上班。 ”“要想完成深化图纸模
型， 可不是一两个软件就能解决
的 。 建模需要多种软件融合使
用。 ”当时，只有他和另一个同事
学过这一新技术， 干这项工作的
人也就只能是他们俩。 可有一些
软件他俩也没有用过。 “我们就找
到技术部门， 请他们帮我俩外请
老师，边学边做。 ”就这样，他与同

事利用三四个月的时间， 共同完
成了新机场管廊项目的所有深化
图纸模型工作， 纠正的设计错误
预计可节省资金二三十万元。

无论春夏秋冬， 无论天气好
坏， 亢天之除了在办公室里处理
必要的案头工作， 更多时则出现
在工地现场， 与现场施工人员交
流、巡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一次巡查中， 亢天之发现基
坑周边临近高速桥梁及路基施工
现场现有支护方式存在安全隐
患，通过和业主、设计沟通，提出
几项快速可行的方案建议并被采
纳，及时消除隐患。 最近，亢天之
还在公司领导及项目部领导、同
仁的鼓励和支持下经过多次研
讨， 在保证施工质量和进度的同
时， 计划对一种新型材料进行市
场化， 以解决混凝土裂缝这种多
年顽疾。 “目前，初步试验已获成
功，只待后续验证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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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无小事， 事事连政
治， 要从讲政治的高度， 做好天
安门环卫安全工作。” 这是温莹
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作为
北京环卫集团机扫公司天安门环
境服务中心的党支部书记， 温莹
莹深感责任重大。

她摸索天安门地区环卫作业
安全工作规律和特点， 以建立风
险管控为中心的现代安全管理模
式为重点， 形成 “天安门环卫作
业安全管理模式”， 牢牢驻守天
安门地区环卫作业的安全门。 在
她的带领下， 天安门环境服务中
心圆满完成一带一路、 APEC高
峰论坛、 中非合作论坛、 党的十
九大等众多环卫保障任务， 荣获
2018年度北京市三八红旗集体 、
天安门地区 “一带一路” 群防群
治工作先进集体， 多次荣获天安
门地区群防群治先进集体、 环卫
集团安全生产先进集体等称号。

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天安门环境服务中心隶属于
北京环卫集团北京机扫公司， 主
要负责包括天安门广场、 人民大
会堂周边区域、 金水桥区域、 国
家博物馆东侧区域等共计28.49
万平方米的环境卫生工作， 作业
内容除日常地区环卫作业外， 还
负责很多国事、 外事活动环卫保
障任务。 天安门广场， 是祖国的
“心脏”， 是世界和中国各族人民
向往的地方。 地区的特殊性， 让
主管安全的温莹莹深深感受到了
自己身上的责任， 脑子里也时刻
绷紧安全这根弦。

“各区班长，今天风大，请大
家做好果皮箱湿化，加强巡视；司
机要定时对扫车大箱进行喷淋，
做好落叶湿化工作 。 收到请回
复！ ”温莹莹的声音夹杂着呼呼的
风声从手台中传了出来。

安全巡视， 是温莹莹每天必
做的一件事。 从位于西侧观礼台

的办公室出发，沿金水桥向东，再
向南奔国家博物馆， 再从正阳门
进入广场，整个巡视一圈，差不多
要两个钟头，每个点位，有哪些注
意事项，温莹莹全都装在心里。

“有的游客抽完烟不注意，烟
头还没完全熄灭， 就顺手扔进了
垃圾桶， 不小心就会引燃垃圾里
边的包装袋、卫生纸。 ”温莹莹一
边巡视，一边检查着每个垃圾桶。
一个冒烟的垃圾桶， 引起了她的
注意，她二话不说，把手伸进垃圾
桶翻找起来。 手不小心碰到一处
痰迹，她却毫不在意。 最终，一个
烟头和一个冒烟的塑料袋被她揪
了出来。为此，她让每个三轮车和
垃圾清运车都备上消防水， 在作
业的同时，对垃圾桶定期湿化，把
预防工作做在前边。

像这样具有 “天安门特点”
的安全管理措施， 还有很多。 比
如， 针对天安门地区巨大的客流

量， 温莹莹录制并为所有作业车
都安装了 “游客您好， 欢迎您来
天安门地区旅游参观， 请您自觉
遵守参观秩序， 做文明有礼的中
国人” 的提示音； 充电区域24小
时专人值守， 还配备了不同类型
的灭火器。

干安全工作要有张
“婆婆嘴”

“天安门游客多、 影响大，
一点小事， 都有可能变成大事。”
温莹莹结合地区特点 ， 和安全
员、 骨干一起， 摸索出天安门地
区环卫安全工作规律， 总结出安
全工作的四个特点—“两强两
多”： 政治性强、 敏感性强， 重
大活动多、 游客多。 她以构建风
险管控为中心的安全管理模式入
手， 制定了 “天安门环卫安全管
理模式”， 从车辆安全、 厂区安

全、 作业安全、 消防安全、 重大
活动、 群防群治6个方面， 对相
关的操作规程、 应急预案、 检查
考核办法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干安全工作的要有张 “婆婆
嘴”， 刚刚三十出头的温莹莹经
常被大家说 “啰嗦”。 “现在暑
期游客多， 尤其是孩子多， 大家
开车一定要慢， 要多注意周边情
况， 主动避让行人。” “清运车
收运垃圾的时候， 一定要关好后
盖，别碰到人，也要注意别被人不
小心扔进未熄灭的烟头。 ”“离车
一定要拔钥匙，人在钥匙在，大家
一定要养成钥匙不离身的习惯。 ”
……这些安全工作的要点， 早已
深深刻在她的脑海里。

“安全事关大家的生命财产
安全， 事关家庭的幸福， 勤说勤
提醒， 让大家真正认识到安全的
重要性， 才能保证整个地区环卫
作业中的安全。” 温莹莹说。

线上线下结合创新
安全教育方式

随着环卫设备的更新， 安全
工作也出现了很多新特点。 2017
年至今， 中心陆续引进了一批微
型新能源作业车。 车辆引进的第
三天 ， 《充电安全管理规定 》
《充电记录表》 《充电期间值班
值守制度 》 等一系列配套的制
度、 表格就张贴在充电区域； 不
到一个月， 她又带领技术骨干总
结车辆使用经验， 形成 《微型新
能源车使用操作规程》。

安全形势在变化， 安全教育
的手段也在不断创新， 温莹莹通
过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创
新安全教育的方式方法， 以员工
喜闻乐见的形式积极开展安全教
育 。 她利用H5页面 ， 开发 “作
业规范挑战赛”， 鼓励大家规范
作业、 安全作业； 她利用微信公
众号 ， 推送 《夏季安全用电 》
《季度安全生产要点 》 等信息 。
今年， 她又顺利完成 《安全生产
培训合格证书 （企业主要负责
人）》 《北京市安全培训合格证》
的培训和取证工作。

作为中心为数不多的女同
志，温莹莹早已变成女汉子，爬大
箱、钻车底毫不含糊，重大活动的
时候总能看到她在一线的身影。
“最对不起的，是我闺女。 ”说到孩
子，温莹莹红了眼眶，春节、五一、
十一，别人放假她最忙，孩子4岁
了，最远的就去过一次北戴河；每
次好几天不回家之后， 看着闺女
腻着她不肯走， 她就觉得亏欠孩
子太多。 “孩子现在也理解我了，
每次新闻联播， 她都会指着电视
说，‘妈妈，那是你的天安门吧’！ ”

温莹莹说： “我的心中充满
了自信和能量， 在这个团结、 向
上的集体中， 我会一如既往发挥
自己的青春能量， 为天安门地区
环卫工作， 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