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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支建设铁军———1983年7月1日，
基建工程兵北京指挥部3万多名将士脱下戎
装，这支铁道兵集体转业组建了后来的北京
城建集团。 历经创业、立业、兴业，再到新时
代的再创辉煌，36年的峥嵘奋斗， 北京城建
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建筑企业的排头兵，
也是全球最卓越的工程承包商之一。

这是一支创新铁军———数十年来，他们
在北京这片热土上， 设计建造了北京地铁1
号线，建设了国家体育场、国家博物馆、北京
城市副中心，再到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主航站
楼、国家速滑馆。 他们在各个时期勇挑重担，
敢为人先，创造了中国建筑史上一个接一个
的奇迹。

这是一支精神铁军———无论时间如何
变幻，北京城建人心中的“军魂”始终像烈火
一样的燃烧，军旗的红色基因已经融入他们
的血脉，成为城建人最鲜明的精神品格，“专
打硬仗的城建铁军”也因此驰誉中外。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午报记者走
进这支铁军的历史长廊深处，触摸他们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澎湃不休、创新奋进的精神
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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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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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志杰
北京城建设计研究总院原总工程师

□本报记者 余翠平

伏案方知绘图累
只为设计敢争先

“我们这代人有非常朴素的爱国思想， 我们
就希望我们国家强盛。 外国有的， 我想我们就要
有， 而且要比外国做得更好， 这个就一直支持我
们搞地下铁道。 现在可以拿到世界上来说， 我们
国家地下铁道的水平， 是比较领先的， 所以我们
也觉得非常高兴。 爱国， 爱业， 是我们这些人的
动力， 我们这代人都这样。” 回首这一生的地铁生
涯， 崔志杰深情地说。

1964年， 崔志杰毕业于唐山铁道学院桥隧系，
分配到北京， 参加了国内第一条地铁———北京地
铁1号线及2号线的设计。 随着地铁事业的发展，
又参加了北京其他地铁线及外省市的地铁设计，
可以说， 一生的心血都奉献在了地铁上。

中国起初准备修地铁时， 崔志杰就赶来设计。
为国家修第一条地下铁道， 崔志杰非常非常高兴，
恨不得使出全身的力量参加。

1990年前后， 北京市准备修建从复兴门至建
国门沿长安街地铁， 沿线设西单、 天安门西、 天
安门东、 王府井、 东单五个车站， 由于复兴门折
返线的经验， 区间可采用暗挖法施工。 但苦于车
站的施工方法， 明挖肯定不行。 这时崔志杰所在
的设计院对西单车站提出了盖挖法的方案， 由于
交通导改的原因， 未被采纳， 最后采纳了铁三院
的双侧壁导洞法修建地铁西单车站， 这时崔志杰
和几个同事,在吸收了明挖、 盖挖、 暗挖各自特点
的基础上， 提出了 “修建大型地下空间的方法”
———简称 “桩梁拱法”。 该法在人工开挖施工条件
下， 导洞、 桩、 梁、 拱都是一些非常成熟的技术，

既可分开施工， 又互不干扰， 支护转换单一， 施
工引起的地面沉降小。

桩梁拱法的提出， 犹如一股新风， 吹进国内
地铁设计、 施工领域。 现在北京地铁各条线的暗
挖车站， 乃至全国各城市的暗挖车站， 凡在土层
地层中的， 几乎完全采用了桩梁拱工法。 而各设
计、 施工单位， 又对桩梁拱工法不断发展完善，
使该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施工方法。

多年来， 崔志杰主持多项设计与研究项目，
曾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一、 二、 三等奖九次。 经
常参加地铁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方案评审， 具有丰
富的工程经验和处理复杂结构问题的能力， 是北
京市危大工程专家库组长级专家， 是住建部城市
轨道交通质量与安全专家委员会顾问组专家。

“地铁设计五十年， 锲而不舍有苦甜。 伏案
方知绘图累， 学成更须勤钻研。 一线二线西客站，
设计最是敢争先。 平顶直墙长安街， 桩梁拱法谱
新篇。 继承发展有创新， 遍地呈现百花园。 方案
评审优方案， 风险评估避风险。 关心后辈多帮带，
人才济济宏图展。 平生留得豪情在， 地铁发展我
心愿。” 回首50余年的设计工作经历， 崔志杰感慨
万千， 即兴写下了一首小诗， 以抒平生之志。

沈景炎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参与了中国第一条
地铁线的设计

“1965年， 是改变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告别
了养育我26年的年迈双亲， 毅然服从铁道部调令，
从上海铁路局调动至北京———铁道部地铁工程局
勘察设计处， 在北京， 我参加了中国第一条地铁
的设计， 从此， 我一生的命运和事业， 跟地铁紧
紧相连。” 曾任地铁轻轨研究所所长、 北京城建
设计研究总院原副院长沈景炎说。

“精心设计、 精心施工、 在建设过程中， 一定
会有不少错误和失败， 随时注意改正。” 这是1965
年2月4日， 毛主席为北京地铁建设作出的批示 ，
也是党中央下达的动员令， 让当时能够参与其中
的沈景炎感到莫大的兴奋和荣耀。

沈景炎所在的地铁设计处， 新人较多， 他们
从来没有见过地铁，也没有学过地铁设计。 当年沈
景炎所看到的材料，也是印象最深的，是一本油印
的手抄本。 据说，这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
初，前苏联派地铁专家给予指导和帮助，为我国培
训地铁技术人员的讲解材料，这本讲解材料为沈景
炎跨进地铁的技术门槛，起到重要的启蒙和引领作
用，在老同志的带领下，沈景炎和其他的设计者边
学边干，并夜以继日勾画蓝图，打造地铁精品。

1965年7月1日， 中国第一条地铁———北京地
铁一期工程正式破土动工。 北京地铁是中国地铁
的标志， 需要全国支持，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 从
全国调动了成千上万吨的钢筋和混凝土， 灌注了
地铁隧道； 上百个科研单位和工厂， 他们用聪明
和智慧， 发扬自力更生， 奋发图强的精神， 研发
和制造出真正的中国地铁车辆和机电设备装备，

为北京地铁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1969年， 中国结
束了没有地铁的历史。

“当北京地铁通车的时候，我们都在心底里发
出了欢呼，这是中国的地铁，我们是中国地铁人，为
中国地铁从无到有， 铸造了真正的100%的中国制
造的地铁感到骄傲， 真正体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
显示了强大的中国力量! ”沈景炎激动地说。

1968年后， 沈景炎承担了北京地铁2号线的线
路设计和总体协调任务。 2号线是北京地铁第一条
环线， 在设计过程中沈景炎发现环线是线网规划
中的核心线路， 将来会与其他线路行成网络的换
乘联络点，同时意识到地铁应该需要一张线路规划
网，在环线上应预留换乘节点，为此引起了领导重
视，随即与北京市规划部门合作，开展了《北京市地
铁线网规划》工作，最终拟定了236KM的第一张得
到北京市正式批准的 “北京地铁线网规划”， 并为
北京地铁的规划线路进行定线和规划控制工作，
为北京地铁规划发展奠定了基础。

工作50余年， 沈景炎参与全国四十多个城市
的设计、 咨询和研究工作。 主持北京、 上海、 广
州、 深圳、 重庆、 南京、 杭州以及伊朗德黑兰等
城市地铁工程项目总体设计及重要科研项目， 他
也因此与地铁结缘一生。

北京城建设计研究总院原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