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谦：这是首都水务人的光荣

他坚守工程测量岗位一线，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刻苦钻
研专业技术， 敢于自我较劲的精
神， 让他技艺超群； 他敢于勇挑
重担， 重大项目、 灾后重建……
临危受命不仅为企业赢得了荣
誉， 也彰显了铁军风采； 他怀着
一颗感恩的心， 将自己丰富的专
业知识和测量经验倾囊相授， 回
报企业； 他就是宋浩， 北京城建
亚泰集团技术质量部测量主管，
一名忙碌在工程上的测量人。

“搞测量这行，只有
跟自己较劲的人， 才能
干的来”

熟识宋浩的人都知道， 他是
一个比较 “轴” 的人， 但恰恰正
是这份坚持， 才让他逐渐成长为
测绘行业的领军人物。

1998年， 初出校园的宋浩之
所以选择测量这个行当， 只是简
单的希望能够有一技傍身， 有个
安身立命的依托， 那个时候的他
并不知道自己会在测量这条专业
的道路上坚持这么久。

当时， 初出茅庐的宋浩刚参
加工作就碰到了白石桥科技大厦
测量任务。恰巧，项目经理是老测
量员出身，对他的要求十分严格，
大小线都必须由他亲自放。 那段
日子着实辛苦， 宋浩扛着仪器上
上下下，起早贪黑，就怕耽误现场
进度。 顶着炎炎烈日， 在刚有些
发白的混凝土面上放线， 混凝土
的温度、 后背的灼烧， 是这辈子
也不会忘记的感觉， 也是这辈子
最珍贵的财富。 与别人的怨声载
道不同， 宋浩很庆幸自己刚参加
工作就遇到这么好的项目， 这也
让他迅速掌握了这项职业技能。

与一时的辛苦相比， 之后长
达10年施工现场的考验正等待着
宋浩。 虽然业务越来越熟练， 但
是日复一日的重复， 不由得有一
些茫然， 很多同学或者转行了生
产， 或者搞了技术， 甚至有人去
了别的企业， 似乎都有了更好的
前途， 宋浩迷茫了……可恰恰这
个时刻， 师傅孙文推荐他担任了

公司的测量主管。
“搞测量这行， 不是说多么

高精尖 ， 但只有跟自己较劲的
人，才能干的来，干的下去。 ”当时
这些朴实的话就如同黄钟大吕一
样，至今仍在宋浩耳边回响。

从那以后， 宋浩和项目上的
同仁一起合作， 攻克了一道又一
道难关。 岗位的变动， 打开了一
扇新的大门， 精彩纷呈的世界从
此在宋浩眼前铺陈开来。

“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能胜”

坚守测量岗位， 为工程质量
保驾护航是宋浩永恒不变的目
标 。 他坚守工匠精神 ， 严谨专
注、 一丝不苟， 对工程中每个结
构尺寸， 他反复推算、 验证， 保
证施工放样的准确性。

北京国际花卉物流港项目，
作为我国首次主办的世界花卉博
览会的主会场， 建筑采用钢结构
和膜结构互相交织， 构建成大跨
度双曲面叶状管桁架屋盖和花伞
状中庭， 造型优美， 但是给施工

带了巨大的挑战。 宋浩与师傅孙
文反复研究， 决定根据屋盖控制
网为依托， 测设出综合交错的空
间轴线， 计算出花伞关键节点的
全部空间坐标 ， 全程采用全站
仪， 保证各点的三维坐标正确，
高精度地保障了施工过程的顺利
进行。 《北京国际花卉物流港叶
状钢屋盖施工技术》 更是获国家
级优秀论文一等奖。

首 科 大 厦 工 程 ， 造 型 为
“凹” 字形， 在18层至22层间有
一钢结构空中连廊， 重200吨的
钢 连 廊 需 要 从 地 面 整 体 提 升
42m， 提升的合龙接口为全栓节
点， 对提升过程的精准控制要求
非常严格， 提升点间的位移差必
须控制在20mm内。为了确保对工
程的精准控制， 宋浩带领测量团
队， 采用2台全站仪，全程、 全方
位跟踪， 进行三维控制， 保证了
施工顺利完成。 《首科大厦大跨
度钢连廊整体提升施工技术》 获
国家级科技创新成果二等奖。

2010年， 是宋浩职业生涯中
格外特殊、 重要的一年。 当全国
人民都还沉浸在巨大地震灾害带

来的悲痛当中， 他已经作为公司
的先遣小分队， 远赴四川什邡蓥
华镇， 开展灾后援建工程的测量
放线工作。 初到震区，百废待兴，
看着无处安身的群众， 宋浩和同
事顾不上休息，日夜相继。 3个人
仅用了4天时间就完成了3万平方
米，十几个栋号，以及小区道路、
桥梁主点的定位放线工作， 为整
个工程开了个好头。 蓥华镇安置
房3万多平方米，全部建设完成只
用了11个月， 质量获得了当地政
府的高度认可， 让受灾群众感受
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既展现
了首都企业的担当，又彰显了“召
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
城建铁军风采。

“先做人、后做事，测
量工作无小事”

从业22年来， 宋浩始终坚守
在集团工程测量岗位一线， 怀着
一颗感恩的心， 常年奔波工地一
线， 用行动诠释 “感恩” 的企业
核心价值理念。

安庆外环北路工程， 是城建
集团首个PPP工程， 是安庆市政
府关心的重点项目， 是打通新旧
城区的核心道路。 项目首次引入
GPS测量设备， 对于宋浩来说又
是一次考验。

工程所处位置为一片芦苇
荡，施工环境复杂，又恰逢雨季，
设立现场CORS站成为了重中之
重。由于工程要求随时采点复核，
必须保证全天候进行测量。 不畏
酷暑、顶风冒雨，克服人手少、设
备少、车辆少，宋浩在保证工程准
确无误的基础上， 主动承担了全
线导线静态复测， 不眠不休的奋
战72小时， 准确完成15公里48个
点位的数据采集后， 他的身影又
出现在内业数据处理的案头。

一次GPS技术实施的实战 ，
只是宋浩不断为企业培养测量人
才的一个缩影， 自2009年担任公
司测量主管以来， 他除了在测量
业务上兢兢业业， 总结和推广测
量领域的先进技术、 先进经验，
形成了诸多优秀成果， 更是参与
编制了Casio计算器程序 ， 在公
司内部得到广泛应用。

对于培育人才， 宋浩有自己

严守的准则———“先做人 、 后做
事， 测量工作无小事”。 通过言
传身教帮助徒弟们养成严谨的工
作作风， 对每一个工程、 每一个
尺寸都必须反复推算、 验证， 保
证施工放样的准确性 。 几年间，
他亲自带出了测量初中级工、 高
级工、 技师及高级技师累计30余
人， 为企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专
业人才。

为了更好地留住和培育专业
人才， 宋浩多次建言公司领导搭
设多维的人才上升通道， 收集信
息， 为各项目做好专业人才输送
和调剂工作， 并积极组织公司内
部测量专业竞赛， 为优秀人才提
供展示的机会， 提供专业技能交
流的平台。

“测量专业和其他有所不
同 ， 不仅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基
础， 更需要较高的操作水平， 同
一台机器， 使用的人不同， 测量
结果的精度不尽相同。” 为了保
持较高的实操水准， 他依然坚持
活跃在一线， 通过大量的练习和
实际操作磨练着自己的技艺。

汗水浇灌， 必有收获。 2011
年，宋浩获得了高级技师资格。在
北京市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中，
从700多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
并获得第8名。 2016年 ， 他获得
北京市政府技师特殊津贴 。 同
年， 他荣获中国建筑业协会优秀
建筑工匠称号。 2019年8月，中国
海员建设工会、 中国建筑业协会
在全国建筑系统开展了 “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建筑工匠”学习评选
活动， 评选出100名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建筑工匠， 宋浩成功入
选。 公司开展了向宋浩同志学习
活动并召开座谈会， 董事长曹国
章、 党委书记潘寿林、 总经理秦
树东等领导勉励他戒骄戒躁， 再
接再厉，并提出殷切期望。宋浩表
示，感谢组织的培养，他会保持精
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恪守匠心，牢
记使命， 继续为企业发展、 为测
量事业贡献热血与青春。

对于今年刚好40岁的宋浩来
说， 工作生涯还很长。 他坚信，
在一个优秀的企业中， 自己的成
绩只是后来人一个起步的台阶，
他只是企业发展的荣耀图景中普
通的一笔。

□本报记者 卢继延 通讯员 谢文波 王显飞 文/摄

辉辉煌煌中中国国 奋奋斗斗有有我我

“我当时站在第5排， 能够
如此近距离的见到习近平总书
记， 我真是无比激动， 感到无上
荣光。” 10月16日上午， 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总
结会在京举行， 被抽调到北京市
阅兵服务保障指挥部办公室工作
的城市河湖管理处北环水系管理
所副所长刘谦有幸参加了此次会
见活动。

刘谦是2月22日被抽调到北
京市阅兵服务保障指挥部办公室
工作的。 “ 阅兵服务保障工作，
是党中央、 中央军委赋予北京市
光荣而重大的政治任务， 我必须

要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 主动
思考 、 主动担当 、 主动作为 。”
刘 谦 告 诉 记 者 ， 因 为 承 担 的
综 合 协调工作涉及单位多 、 参
与范围广、 时间跨度长、 组织任
务重， 他就加班加点， 不分昼夜
的跑基地， 了解实际情况以及各
项工作需求， 全程实时掌握工作
进度， 及时妥善协调解决各类的
问题。

整个阅兵服务保障工作中，
刘谦参与承接部队服务保障需求
254项， 参与完成北京市阅兵服
务保障任务285项， 得到了阅兵
服务保障指挥部领导和阅兵联合
指挥部首长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

价。 这份肯定和评价， 刘谦没有
细算过一共挺了多少个通宵。

“通宵达旦对我来说不算个
事。” 刘谦笑呵呵地说道， “就
跟咱们水务人汛期24小时值守，
连续几个昼夜在雨中坚守一样。”
由于此次阅兵过程筹备时间短、
装备规模大、 标准要求高， 刘谦
在参与阅兵训练基地7次合练预
演服务保障和天安门地区3次阅
兵演练服务保障工作中， 自加压
力、 全心投入、 积极作为， 对阅
兵联合指挥部提报需求做到了精
准衔接、 精心组织、 精细落实，
对阅兵服务工作做到了贴近服
务、 融入服务、 主动服务， 对指

挥部交办的保障任务做到了跟进
保障、 伴随保障、 精确保障。

在保障期间， 正值本市全面
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
题教育， 作为一名党员， 刘谦积
极参加阅兵服务保障指挥部临时
党委、 指挥部办公室临时党支部
组织的集中学习、 交流研讨和主
题党日活动。 “这次习总书记会
见是自己的一份光荣， 更是首都
水 务 人 的 光 荣 。 ” 刘 谦 表 示 ，
“这段经历坚守了我共产党员的
初心和使命， 我将把保障工作的
服务精神融入到本职工作中， 为
首都水务事业在新时代做出更大
的贡献！”

宋浩：搞测量就要跟自己较劲

国庆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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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本报记者 孙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