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织派我去哪，就扎根在哪”

展览路街道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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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海英

赵际顺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张伦生

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北京建筑工程公司特级技师

“我从小就想当兵， 那个时候如
果看到谁有一个军用的黄挎包， 就羡
慕的不得了。” 展览路街道办公室副主
任张伦生说。

1987年，18岁的他终于参军入伍，
圆了儿时梦想。 从江苏到北京，从南方
到北方，气候的不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
象。 “北京的冬天太冷了，又干又冷。 ”
可即便这样，无论冬夏，每天清晨，起床
的号声还没响， 他就会早早起来做卫
生。他说，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想太多，
就是希望等大家都起床的时候，所有地
方都干净了。 “我清扫过的院子， 一片
落叶都不会有，宿舍的水泥地板都被我
擦得锃光瓦亮。 ”

部队培养了他良好的生活习惯 ，
更磨练了他的意志。 训练中， 他异常
刻苦， 没有一颗草的操场上， 头顶带
刺的钢丝， 身下是坚硬的石子， 他一
遍遍的匍匐前进， 从没喊过一句累。

2002年，他从连级干部转业，来到
西城区做了一名普通的城管队员。 张
伦生坦言，那段时期，城管的口碑并不
好，正处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他又
是从一名管理着几十人的连级干部，一
下变成了城管队的普通队员，心里难免
有落差， 不过他及时调整了心态。 “我
告诉自己，我是从部队出来的，要服从
组织安排，组织派我去哪里，就要扎根
在哪里。 ”他斩钉截铁地说。

在执法工作中， 他敢于向黑恶势

力 “叫板”。 面对那些刑满释放人员，
他从不畏惧。 几年前， 南营房菜市场、
阜成门华联商场周边有刑满释放人员
雇用社会闲散人员从事无照经营活动，
并且多次阻碍执法。 张伦生担任执法
队队长后， 带领队员利用几个月的时
间就拔掉了这些带有黑恶势力性质的
“钉子户”。

2014年初， 他被组织调整到展览
路城管科第一执法队担任队长。 展览
路地区， 除了有建于1954年， 北京市
第一座大型、 综合性展览馆北京展览
馆外， 还有未开始疏解， 号称中国北
方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 “动批 ” 。
“动批” 上万个摊位、 超过4万的从业
人员， 带来了市场的繁荣， 也带来了
交通、 环境等诸多问题， 老百姓怨声
载道。 2011年， 在百万市民问卷大调
查中， 这一区域更是列全市倒数第一。

张伦生上任后， 认真开展调查研
究， 分析队伍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采取针对性措施， 一改过去粗放的执
法方式， 从细小抓起， 有的放矢地开
展执法工作 ， 采取了整合执法力量 、
加大管控力度、 调整上下班时间、 加
强巡查督察等措施。

“那时候， 动批一般是早晨7点左
右开始上人， 进货的、 运货的， 有时
候会截断整条道路。 为了从源头堵住
这一现象， 2014年那一整年， 我带领
队员们每天凌晨3点半起床， 4点上岗，

提前占领阵地。” 张伦生回忆说。 经过
不懈地努力， 年底， 他们终于彻底摘
掉了 “动批” 市场周边环境秩序在全
市长期落后的帽子。 由此， 张伦生也
得到了一个外号———“张铁人”。

“铁人” 并非铁石心肠， 在面对
弱势群体的时候， 他一改雷厉风行的
军人作风， 主张 “温情执法”。 他说，
有些摆地摊的小商贩， 一方面家庭经
济困难， 另一方面自身没有特长， 找
不到更好的工作， 而他们售卖的物品
又符合人们的需求 。 但从整体上看 ，
他们的行为 ， 确实破坏了城市秩序 ，
甚至影响了社会环境。 面对这样的违
法人员 ， 他会动之以情 ， 晓之以理 ，
劝说他们主动离开。

2015年， 一家临街商铺在店外经
营烤肠， 张伦生前去查看。 烤箱摆放
较高 ， 他原本只是想将手搭在上面 ，
方便与店里的售货员交流。 不料， 售
货员反应过激， 一下搬走了烤箱。 张
伦生的食指被烤箱翘起的边缘划出了

一道深深的伤口， 鲜血瞬间浸透了他
的白手套滴落在地上。 他到医院就医
缝了5针， 医生告诉他， 伤口已经深到
了骨头， 幸好没有切断筋。 事后， 他
了解到摊贩只有20岁， 是亲戚刚刚带
来北京打工的。 于是， 张伦生郑重地
写下了一份谅解书， 避免了摊贩受到
进一步处罚。

在城管行业多年，张伦生始终牢记
自己曾经的军人身份， 敢啃硬骨头，勇
做急先锋。2015年，“动批”开始疏解。他
和队员们“打头阵”，参与了批发市场楼
外体广告的拆除，营造了浓厚的疏解氛
围。 凭借出色的成绩，他先后获得西城
区五一劳动奖章、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军转干部、北京市城
管执法局先进个人。

如今，看到曾经的“动批”区域，低
端批发市场转型为科技金融聚集区，已
经调任展览路街道办公室副主任的张
伦生，充满了感慨。他说，“再难的事情，
只要勇于付出，就会有收获。 ”

4项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
和1项外观设计专利, 还有隧道内消防
用球墨铸铁管支撑系列技术创新13项，
他创造的这30项技术创新成果，不仅提
高了施工效率和工程质量，还为企业创
造了7000多万元的经济效益；他主持编
写的3项行业标准图集, 更是填补了我
国地铁快速发展中建设标准不足的空
白；他被北京市建委质检总站特聘为轨
道交通建设工程机电设备专业施工质
量检查组专家。 他就是北京市劳动模
范、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北京建筑工
程公司特级技师赵际顺。

“这些成绩的取得， 都源自于当
兵时打下的基础 。” 回想当兵时的情
景， 赵际顺感触颇多。 19岁的赵际顺
参了军， 当了一名基建工程兵。 在部
队刚接触到水暖专业时， 他根本看不
懂图纸， 但激发出他知难而上， 不认
输的劲头儿。 于是， 他便买了很多专
业书籍进行 “恶补”， 遇到不懂的就向
技术人员进行请教。 勤奋学习让他逐
渐成长起来， 后来他不但可以深入解
析图纸， 还能搞懂其设计原理和意图，
并且对技术研发改造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 转业后来到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

团北京建筑工程公司工作。
8年的军旅生涯， 让赵际顺练就出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迎难而上、 决不
服输的性格。

一次， 一位地铁运营公司工程师
对赵际顺说： “地铁消防管道压力试
压很难达到15公斤 ， 如果能够做到 ，
你们就是最 ‘牛’ 的。” 赵际顺胸有成
竹， 因为他知道， 他所负责的项目施
工质量标准是16公斤的测试压力。 15
公斤的测试压力对他们来说就是 “小
菜”。 这位工程师经过反复挑选， 在赵
际顺负责施工的东直门至三元桥区间
进行管道压力测试 ， 打压到15公斤 ，
管道纹丝不动， 这位工程师对赵际顺
竖起了大拇指。

“对我来说， 每项工程都是一次
挑战。” 虽然干过北京西站、 北京地铁
机场线、 15号线、 16号线等多项工程，
但在赵际顺的眼中， 干什么都要干出
个样来， 从来不敢有一丝一毫地懈怠。
搞技术的都爱琢磨， 赵际顺也不例外，
凡事都要搞个清楚， 只要他盯上的事，
不研究透了绝不罢休。

轨道交通消防管道支架看上去是
一个很简单的 “小玩意”， 但它承载着

消防管道的安全和稳固。 以前支架与
墙面之间不贴合， 由于推力与震动双
作用，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变形， 因此
支架需要经常更换。 每隔两米就有一
个支架， 一条地铁线路就有这样的支
架上万个， 需要的人力物力可想而知。
细心的赵际顺通过观察与实践， 将支
架与墙接触的一面由原来的平面改成
了弧形， 这样支架与墙面吻合， 避免
了失隐现象发生 。 这么一个小改革 ，
让企业投资成本降了50%。

在每次技术难题面前， 赵际顺都
选择了迎难而上。 冷却塔一般都设置
在地面， 在修建北京地铁机场线东直
门站时， 由于地面没有地方， 只好把
冷却塔设置到一个航站楼的楼顶， 那
个楼有7层高， 靠机械的浮球阀无法控
制装在楼顶的冷却塔， 一旦出现机械

故障， 整个楼都可能被浸泡。 赵际顺
考虑到了潜在的危险， 就着手想办法
解决。 他首先想到了电动液位控制器，
但电气专业并不是他的长项。 上网查
资料、 买教材， 尝试安装、 调试， 终
于在机场线开通前安装好了电动液位
控制器 。 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观察 ，
运行良好。 这也是当时整个北京地铁
里用电动液位控制器来控制补水设备
起停的首例。

在赵际顺眼中，这些技术革新可能
都是 “小打小闹”， 但特别实用。 一个
H型加固架解决了管道转弯均匀受力
问题、 挂架梯子解决了照明配电箱的
维修问题、“快拆防胀限位器”解决了困
扰地铁消防管维修的技术难题……30
多年不断挑战自我，赵际顺已成为全国
地铁行业远近闻名的“创新达人”。

不断挑战自我的“创新达人”

原空军某部连级干部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某部战士 北京市劳动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