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职职职职工工工工工故故故故故事事事事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专题【人物】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吉言│美术编辑李媛│本版编辑 周潇潇│２０19年 1月 3日·星期四

在北京市政路桥市政集团新
机场线轨道04标的监控室， 有一
张沙发， 那是项目负责人张新全
不去现场时的办公地点。 从去年
10月来到新机场线项目， 没人记
得， 张新全在这里给大家开过多
少次会、 讨论过多少次工程方法
和进度、说过多少次安全和质量。

这位平常不太爱讲话的项目
负责人 ， 在说工作时却有条不
紊。 从1994年走出校门， 张新全
先后经历了广内大街 、 广外大
街 、 京通快速 、 东四环 、 南四
环、 北清路、 昌平科技园道路、
机场线轨道、 燕房线热力管线、
南水北调南干渠及至现今的新机
场线轨道的建设。

在市政四处， 他经常是领导
指哪儿打哪儿， 快速、 安全、 高
质完成工程 ， 仿佛一张 “万能
牌”， 能克服多种困难。

年轻时干活儿猛不惜力

1994年， 采暖通风专业中专
毕业的张新全来到市政集团， 被
安排广内大街修建工程。 干了一
个半月测量， 因为工作需要， 领
导直接安排他和几名优秀的同事
当工长， 负责现场施工， 当时热
力、电力、电信、挡墙四个活儿同
时收尾，每道工序、材料、人员的
安排都很紧凑。新手张新全，除了
会看图， 并不太懂工程， 他就找
老师傅问 ， 没事就翻看工程规
范， 手画交底图纸， 不仅现场跑
得多， 还要不断叮嘱施工人员各
种细节。

“那时候电脑没普及，东西都
得记脑子里，比如雨污管道，有的
内径1米，有的内径1.2米，管壁厚
是多少，基数是多厚，都在脑子里
装着，比现在学东西扎实，而且总
结的经验多。 ”张新全说。

毕业之初的经历， 让张新全
迅速全面地了解市政工程， 并有
了自己的管理方法。 参加工作半
年， 赶上修建京通路， 他成为主
力。当时市政建设大多是正式工，
都有自己的队伍编制。 最初京通
路主要由八队负责， 在六队的张

新全第一个被领导调拨到八队支
援建设。 “干活儿猛，不惜力，把你
搁那儿我放心。 ”领导说。

张新全也有自己的想法 ：
“咱们中专毕业， 好多大专、 本
科的同事， 学历跟人家差着， 实
操再不如人家， 那不是完了。 正
因为起点低， 实际干的时候要比
别人多努力。”腿勤、嘴勤，他一边
向前辈取经学习， 一边在现场频
繁多次交代施工人员注意事项。
在这么一股子劲儿的推动下，他
带的每一拨队伍， 安全质量都不
会出现问题。

每个工程都是学习机会

“过去我们干窑洼湖项目
时 ， 最深的基坑14米深 ， 怎么
弄？ 挖槽要放三层台阶， 现在用
护壁的方法， 安全了， 效率也高
了。干施工，各工种都要懂，雨污、
水、燃气、电力、热力都要涉及，施
工方法上，过去是挖坑挖草， 现
在是护壁， 要不断学习。”张新全
说， 干的过程中不能死盯自己这
一块，不能满足自己会的方法，也
要经常去别人的项目多学习，别
人用的方法也得经常了解， 那些
没见过的新技术要多交流。

2005年， 张新全从道路建设

转向轨道施工。 那年机场建设轨
道交通， 从东直门到首都机场18
公里， 张新全所在的标段负责东
直门至三元桥的施工。

没干过轨道交通， 领导大胆
把他放在项目上“边干边学”。 当
时盾构始发三环外，下穿京顺路、
机场高速、 走东直门斜街等多条
重要道路。难点在哪里？三元桥当
时为D类桥梁，下穿十分危险，难
度极大。 当时张新全是项目的经
营经理， 负责东直门接收井的施
工。不过他把手头工作干完，就经
常跟着去了解盾构施工的方法和
窍门儿。地铁施工几乎全地下，比
过去修路风险大。地下深、安全隐
患多，使用大型吊装机械多，经常
有上百吨的机械设备， 而地下不
可预见性的危险也增加了管理难
度。一个工程结束，张新全了解了
盾构施工的管理。

张新全说， 当工长就是施工
组织，把项目干顺利，怎么顺利怎
么来。 施工员组织人员、流程、材
料、设备，都需要提前预测，所以
不间断连续施工、掌握工期快慢，
和组织施工有很大关系。

刷新盾构推进全国纪录

你问张新全干什么拿手。 张

新全想了想说 ： “干什么都拿
手。” 由他经手的工程， 确实也
验证了这句话。

涿房热力盾构隧道， 是北京
市 “清煤降氮” 及京津冀协同发
展要求建设的热力管网工程， 是
北京2017年 “南四区” 无煤化重
点环保民生工程， 也是首批京津
冀重大能源合作项目， 要求 “当
年开工、 当年完工、 当年供热”。

2017年3月中旬停止供暖后进
场施工， 要在当年实现供暖， 保
证房山40万人当年不受冻， 工期
非常紧张。

“和地铁不同，热力隧道施工
有热力固定支架和导向支架，需
要预埋钢板，由于材料张力不同，
这个位置是规定好不能变的，稍
有差池一旦供暖遇到热胀冷缩容
易导致管线破裂， 可能影响整个
地区供暖。而这其中又有左曲、右
曲管线，我们修的最长有九环，盾
构机按那个曲线走非常费劲，特
别慢，影响工期。 ”张新全组织人
员利用工间时间灵活开会， 计算
出提前的曲线量，设计固定位置，
精准地一次到位，毫无偏离，从而
不影响推进速度。

这是国内第二条盾构法热力
隧道。 施工中遇到地质条件差、
存在多层地下水和承压水水位较

高等多个难题， 而且施工正值汛
期且工序复杂， 盾构机需要下穿
大石河、 房窑路以及厂房、 水塔
等既有建构筑物， 施工风险大，
但在张新全的组织部署下， 他们
刷 新 了 单 月 盾 构 推 进 1064 环
（1277米） 的全国纪录。

另辟蹊径逮“豹子”

涿房热力隧道一经贯通，张
新全即被调配到新机场轨道线04
标工程。 新机场指挥部下达的任
务是2018年8月底双线贯通，但是
施工的设备和条件非常有限。 用
各种方法保证完成， 在张新全这
里已经游刃有余。他先了解需要，
调拨了最好的拼装手、 电瓶车司
机。而中途龙门吊主轴断裂，着实
又让他着了急。 修理龙门吊最快
需要半个月，如果停工，人员、材
料、工期都是损失。

“上吊车！” 张新全果断决
策。 500吨的吊车， 一斗土90吨，
吊点距离14米……速度比龙门吊
时降低了一半， 但是整个现场没
有停工， 保证了工期。

不过最让张新全高兴的， 是
逮着了 “豹子”。

04标有5条联络通道， 将两
条隧道联通， 未来用于维修和逃
生。 但施工时间里却没有包含这
条联络通道的时间 。 地质条件
差， 地下水喷涌， 5条联络通道，
有两条水在底板位置， 两条水漫
过一半，一条整个泡在水里。其中
2、3、5号为承压水 ， 相当于一个
“豹子”。联络通道只能暗挖，按照
通常做法， 一般施工单位都会使
用“冷冻施工法”，但张新全计算
了材料、通电、前期论证的时间，
还没施工，两个月就过去了。

“用注浆法。 ”张新全说。 “你
要想好，粉细砂层含承压水，这样
的地质条件 ， 这个方法很难成
功。 ”有人提醒。 张新全却将施工
方法细化，甲方请来专家论证，经
过仔细的琢磨， 专家认为方案可
行。 最后，张新全逮到了这只“豹
子”，5条联络线全部完工交付。

同事说他： “在这个岗位，
就要果敢、 有担当。” 而张新全
说： “浑身是铁， 能碾几根钉，
还是得靠兄弟们！”

□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张新全：项目的一张“万能牌”

守护乘客的平安出行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北京地铁西二旗站区现有员
工224人， 分管着西二旗、 生命
科学园、 朱辛庄、 巩华城4座车
站， 是北京地铁路网内高峰断面
客流量最大 、 拥挤度最高的地
方。 站区所辖的4座车站中有2座
是换乘车站， 2座换乘车站又分
跨了3条不同的线路， 艰难的运
营条件时刻考验着这支团队， 也
让站区长赵雁飞深深懂得了 “安
全” 两个字的内涵和分量。

2015年10月的一个早高峰 ，
西二旗站13号线上行的一部换乘
扶梯因故障停止了运营， 拥挤的
人潮中出现了惊呼和尖叫声。 赵
雁飞立刻组织员工疏散电梯上的
滞留乘客， 关闭故障扶梯通道。

“面对早高峰2小时4万人次

的换乘量， 如果不及时采取有效
的措施， 连廊就会有发生踩踏的
风险。” 赵雁飞心里着急 ， 但神
情镇定， 她要求综控员通知辖区
各车站启动联保互控预案， 同时
与相邻站区、 相邻线路的行车调
度负责人进行沟通， 要求车站扶
梯未修复前， 相关各车站要加强
限流组织。

1个多小时后， 电梯修复了，
车站的秩序也恢复了平静。 “我们
的日常工作就像地铁列车一样，
每天按照运行图在不断地循回往
复，可每一处细节都马虎不得，小
小的故障如果处理不及时， 就会
引发次生灾害。 ”赵雁飞说。

近几年，由于地铁快速发展，
新生力量集中进入， 岗位上多是
参加工作时间不长的年轻员工，
赵雁飞给他们讲的最多的是 “安

全”。 “我想传承给她们的是守护
地铁安全的那份责任和意识，我
要让他们和我一样懂得， 每一名
乘客虽然对于地铁运营来说是千
万分之一， 但对于他们的家庭来
说却是全部 ，是100%，保证乘客
安全我们必须全力以赴。 ”

赵雁飞狠抓员工的培训、 演
练 ， 每月都会组织突发事件演
练。 一个寒冷的冬夜， 末班车过
后时间定格在凌晨1点， 班组员
工按照演练计划正在进行火灾预
案演练。 赵雁飞来到车站进行夜
查， 恰好看见一名员工拿着灭火
器正慢慢地走向火源现场。 她当
即叫停， 十分严厉地问到： “如
果这是真实的火灾事故， 你还会
慢悠悠散步一样地走吗？ 火灾初
期全靠现场处置， 你们这种状态
能保证乘客安全吗？” 随后， 赵

雁飞要求演练重新开始， 大家迅
速打起精神投入到演练中来。 一
遍不合格就再来一遍， 直到演练
环节全部合格后， 她才宣布演练
结束。 此时， 已是深夜3点钟了。

“突发事件预案演练虽不是
实战， 但是胜似实战， 这既是熟
悉流程， 更是工作习惯的养成 ，
容不得丝毫马虎和敷衍。” 其实，
在这样寒冷的夜晚， 在这样零下
20摄氏度的低温中， 赵雁飞也万
分心疼反反复复一遍遍奔跑着的
员工， 但她默默告诉自己： “严
是爱、 松是害， 工作中我必须要
对得起站区长这个岗位， 对得起
每一位选择地铁出行的乘客。”

今年是赵雁飞来地铁参加工
作的第17个年头了， 她和团队年
均运送乘客8000多万人次， 从未
发生过任何安全事故。

北京地铁西二旗站区长赵雁飞：首首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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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