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项目总工程师到抓党建工
作， 北京市政路桥贵阳市轨道交
通2号线14标项目部党支部书记
兼总工程师赵迎， 带领项目党支
部当选市政路桥工程总承包二部
年度优秀党支部、 北京市政路桥
集团先进基层党支部， 他获得市
政路桥集团金牌导师、 优秀工会
干部， 市政路桥工程总承包二部
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交上满意“考核成绩单”

带领团队获得2016年度建筑
信息模型 （BIM） 应用大赛一等
奖， 年度技术质量管理先进单位
等荣誉，撰写并陆续发表《暗挖地
铁车站附属结构集中布置施工技
术研究》等5篇论文，申报1项实用
新型专利，3项发明专利……

这是赵迎来贵阳工作三年交
上的 “考核成绩单”。 这个拥有
交通硕士学位和道路与桥梁高级
工程师、 基本建设经理高级经济
师职业资格证书， 此前一直负责
技术生产与协调工作的项目总工
程师， 2015年9月被市政路桥工
程总承包二部任命为贵阳轨道交
通2号线一期14标项目部党支部
书记兼总工程师 ， 分管项目党
务、 技术、 质量、 后勤、 外联工
作， 是当时全集团唯一的项目书
记兼总工。

作为北京市危险性较大的分
部分项工程专家库岩土工程专
家， 赵迎从事技术工作十几年，
积累了丰富经验。 但是接到任命
做党务工作后 ， 他有点紧张 。
“当时心里一片茫然， 不知道怎
么搞党务，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同
时干好两份工作———毕竟书记和
总工这两个岗位的相差太大。”

“三步走” 推进项目党建

揣着内心的矛盾和不服输的

闯劲， 35岁的赵迎开始思考如何
做好支部书记的角色。 他给自己
设定了一个 “三步走” 计划。

“首先要把自己先当成书
记， ‘心’ 在其位， 才能用书记
的 胸 怀 眼 界 去 认 识 和 开 展 工
作。” 第二是学习， 练就复合本
领唯一的路径就是学习， 向书本
学、 向先进学、 向群众学、 向实
践学， 边学边思、 边学边干、 边
干边学。 赵迎把工作和休息之余
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学习理论
文章， 学习党章党纪， 学习上级
党委下发的有关文件和规定。 留
意观察本单位先进党支部和优秀
书记是怎样开展工作的， 关注相
邻标段央企单位项目党务工作的
做法。 第三是实践， 开展重走长
征路、 红色知识竞赛等。 他还开
展新时代讲习所 “微党课” 小讲
坛活动， 联合贵阳轨道公司、 地

方检察院开展 “检企共建” 系列
廉政教育活动， 拍摄项目宣传片
等工作。

赵迎注意到项目部很多年轻
的职工党员在正式的场合讲话机
会少，思想和理论水平有待提高。
对此，他有意识地在开展“十分钟
讲坛请你开讲” 小讲坛活动时锻
炼年轻人 ， 让大家自己动手做
PPT，上讲台，之后由听课的人发
表评论意见。一堂课下来，锻炼了
大家听和讲两个方面的能力，很
多年轻人感觉自己的理论水平不
高， 就利用业余时间回宿舍 “恶
补”。 “微党课”举办以来，项目部
共有15名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走
上讲台，得到锻炼。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与贵阳轨
道公司、 地方检察院开展 “检企
共建” 预防职务犯罪活动， 陆续
举办了法制讲座进项目， 参观检

察院办案审讯区 、 参观王武监
狱、 旁听案件审理、 “两长” 座
谈会等系列活动， 推动了项目部
党风廉政建设。

用新技术完成地铁暗挖施工

作为项目部分管技术 、 质
量、 后勤等的兼职总工程师， 赵
迎还担负着工程方面的任务。 14
标项目位于贵阳市南明区， 沿宝
山路南行， 包括省医站、 观水路
站， 以及省观区间、 观油区间 ，
工程全部为地下暗挖， 总工期约
28个月， 是北京市政路桥总承包
二部目前在贵阳市唯一一个地铁
项目。

贵阳地区为典型的喀斯特地
貌， 岩溶发育强烈， 地下水极为
丰富， 仅省医站场区内钻孔遇洞
率就达到44%， 最大直径6米以

上， 最小直径小于1米。 在暗挖
车站上方的宝山路， 由于下方管
线老旧， 渗漏严重， 土体流失 ，
路面结构疏松， 道路随时有塌陷
的可能。 全标段两座暗挖车站，
其中省医站和观水路站开挖断面
面积分别达到350平方米和365平
方米， 都是国内罕见的超大断面
浅埋暗挖隧道。

赵迎在14标负责的工作主要
是暗挖地铁车站附属结构集中布
置施工技术研究、 横通道和主体
车站转换 “品字形” 进洞施工方
法、 “双洞中岩柱法” 辅助施工
通道转入地铁车站的施工工法、
岩溶地区红黏土地层超前帷幕注
浆技术施工研究等。

工程中标后不久， 赵迎与项
目部技术骨干赶赴重庆在建的5
号线一期工地学习取经， 邀请国
内知名专家进行方案论证和咨询
把关。 他还专程找到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 联合开
展了 《高风险富水岩溶区地铁暗
挖施工关键技术研究》 工作。

为了赶上时代的发展和工程
领域新技术的应用，开工伊始，由
赵迎主导采用了BIM (建筑信息
模型)技术，组建了项目部BIM领
导小组。他自任组长，相继完成了
贵州省医站等多个工地的钢筋模
型和动画模拟演示等工作， 起到
了信息化、可视化的作用。

2号线一期14标项目部工地
属于外埠工地， 赵迎到项目部三
年来， 基本上除了休息时间外，
都在工作和学习， 因为比一般人
的工作和学习时间长一倍， 也让
他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作为项目党支部书记和技术
负责人， “复合型” 的工作让他
对此有更深刻的理解： “其实只
要用心干上一段时间就会发现，
党务工作和业务工作是相互融
合、 共同提高的， 可以用政治理
论学习的视界来指导业务工作。”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本报记者 边磊

□通讯员 马振涛

坚守重点线路 把好保修安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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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年的坚守 ,他的足迹踏遍
车间管内的每一个运营路队。 无
论炎炎烈日还是风雪弥漫， 只要
在车间公交车辆维修现场， 经常
见到一个忙碌的身影在进行着检
修作业。 他就是公交保修三厂广
安门车间最年轻的90后班组长黄
博文。

2008年， 18岁的黄博文被分
配到公交保修三厂广安门车间纪
家庙低保站。 初到岗位， 他感到
公交车保修工作枯燥乏味， 又脏
又累。 可工作久了， 干着干着，
他对车辆维修工作有了全新的认
识， 渐渐爱上了这份工作。

几年来， 通过车间技术员和
老师傅的帮助指点， 加上自身的
勤奋学习， 他的业务技能提升很
快， 成为了车间的技术 “大拿”。
无论是发动机检测、 底盘制动维
修、 排查隐患， 还是搞会战、 上
路服务， 他始终都是冲锋在前，
2014年他被破格提升， 成为车间

里最年轻的班组长。
2018年靛厂低保站组长患重

度糖尿病住院， 车间急需技术骨
干支援。 靛厂低保站是公交保修
三厂长安街重点线路最集中、 承
修一级车辆最多的低保站， 这儿
的艰苦是 “声名在外 ”， 年轻的
小伙子都不想来。 但黄博文没有
犹豫， 主动请缨： “让我去吧！”

一双满是油污的手套， 一身
看不出原色的工作服， 这是黄博

文工作时的 “标准装备”。 公交
车维修不是简单的敲敲打打， 黄
博文得经常钻进一米多深的地沟
操作。 公交车底部到处是尘土和
油污， 扳手榔头拆装总成， 敲击
检修部位， 车下的油泥土坷垃随
时都会松动脱落， 检修时还得一
直仰着头， 一两个小时下来不但
脖子僵硬了， 钻出地沟基本上就
变成了土猴子。

靛厂低保站主要担负长安街

上运营的52路、 99路、 57路等重
点运营车队的车辆一级保养及车
辆小修任务。 由于检修车辆多 、
时间长， 黄博文和同事们分成2
个班轮流作业。 即便如此， 每个
班的任务也排得满满的。 忙起来
的时候 ， 2条地沟全部停满车 ，
外面还有很多车等待检修。

地沟旁边， 黄博文正在检查
一辆公交车的制动刹车盘。 半人
多高的巨大车轮黄博文拆得看似
轻松麻利， 但外行搬动一下都十
分困难。 与小车相比， 公交车的
零件普遍大一号， 所以公交车维
修还是个力气活。 黄博文说， 刚
上班的时候他用风炮拆3个轮胎
螺丝就震得手都提不起来， 如今
一口气拧下全车六个轮的60余套
螺丝也不在话下。

“冬季天冷， 车辆容易发生
制动、 气路和发动机油路供给系
统各种故障， 由于需要保修、 小
修的车辆多， 工作场地就显得非
常紧张， 我们每天从早上8点忙
到下午六七点钟是家常便饭， 组
里的师傅们都非常辛苦， 但公交

车必须上路， 所以我们不能停，
一定要把任务做完。” 黄博文一
边擦着额头渗出的汗水一边说。

长安街重点线路车辆运营满
点率高， 不但要求更高的维修质
量， 而且作业时间紧、 任务重。
作为班组长的黄博文时刻都鞭策
自己要带个好头、 打个好样， 他
给自己安排最要劲、 最关键、 最
辛苦的工作 。 每次总是走得最
早、 回来得最晚。 带领班组人员
积极践行 “保车安工作永远在路
上” 的理念， 通过坚持不懈抓车
安、 日复一日讲车安、 创新手段
固车安的硬性措施， 牢牢把住运
营保修车辆的质量关、 安全关。
久而久之， 工友们都叫他 “不要
命的工作狂”。

今年春节是黄博文第一次带
领工友们在长安街公交车辆重点
保障基地靛厂低保站坚守岗位，
守护运营平安。 听到消息最高兴
的莫过于52路的车队长了， “有
博文他们做后盾， 我们车队就踏
实， 为了我们运营的平安， 低保
站这群小伙子们付出得太多了。”

———记公交保修三厂广安门车间靛厂低保站班组长黄博文

赵迎 （左一） 推进项目党建

黄博文 （右） 带领技术骨干解决发动机故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