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元旦前夕， 零下18度
的海坨山， 北京住总集团延庆冬
奥村及山地新闻中心项目部经理
谭小龙迎着凛冽的寒风快步奔走
在延庆冬奥村及山地新闻中心现
场， 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和收获
的喜悦。因为，他又实现了一个阶
段性目标———北京住总集团承建
的延庆冬奥村及山地新闻中心项
目一标段主体钢结构实现封顶，
距离他的冬奥之约又近了一步。

与冬奥的不解之缘

2018年2月25日 ， 作为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办城市，
北京在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接过
奥林匹克会旗。 从此， 冬奥会正
式进入北京时间。 2018年8月27
日， 刚完成翠微西里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交用的谭小龙， 受命担任
延庆冬奥村及山地新闻中心项目
经理。 接到任务后， 他马不停蹄
奔赴延庆， 从此展开了一段与冬
奥的不解之缘。

作为采用集投资、 融资、 建
设 、 改造 、 运营为一体的ROT
（ 改 建—运 营 —移 交 ） +BOO
（建设—拥有—运营 ） 运作模式
PPP项目， 延庆冬奥村及山地新
闻 中 心 紧 依 国 际 顶 级 雪 上 赛
场———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中
心， 包含国际区、 运营区、 居住
区、 新闻媒体转播等功能区。 赛

时， 为运动员及随队官员提供约
1759个床位。 赛后， 项目将开启
二期建设， 对冬奥村、 山地新闻
中心、 高山滑雪中心及配套服务
设施进行改造， 恢复绿地等。 滑
雪季， 依托冬奥设施优质资产开
展全民冰雪运动；而在非滑雪季 ,
则发展以山地徒步活动为核心的
户外运动集群及相关配套服务，
助力奥运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2018年12月31日， 工程破土
动工。 谭小龙面对的第一战便是
这项工程中安全风险最高、 施工
最困难的部位———人工挖孔桩施
工。

“别说落后一天， 就是落后
一小时， 也是工期滞后！” 在一
排抗滑桩锁口前， 他停住脚步，
对着几位分包管理人员说。 抗滑
桩施工才刚刚开始。 在面积相当
于12个标准足球场的施工区域
内， 谭小龙正带着管理人员顶着
飞雪不停地巡视、 指挥和协调。

尽管有多年的外埠山地施工
经验， 但随着施工逐渐推进， 谭
小龙还是感受到了近20年职业生

涯中未曾有过的压力———毕竟人
工挖孔桩施工工期只有6个月 。
谭小龙需要带领团队完成超过40
万立方的土方挖运、 超过4600米
的开挖深度， 7074立方的混凝土
浇筑 。 而面对脚下坚硬的岩石
层， 一组作业工人一天最多完成
1米的挖深。 按照这个速度， 根
本不可能按期完成施工任务。

看着海拔900多米 ， 紧依山
势高低起伏的桩孔， 谭小龙眉头
紧锁。

打赢冬奥工程建设
首战只是开始

“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完成
么？” 同事问谭小龙。 呼啸的北
风让人生寒， 却将一面鲜红的旗
帜展开在他面前， 上面赫然写着
“谭小龙青年突击队”。 回想起劳
动竞赛上从领导手中接过旗帜的
场景 ， 他坚定地说了四个字 ：
“必须完成。”

“开局就是决战。” 谭小龙
一边默默给自己打气， 一边带领

管理人员、 作业工人从早上6点
坚守到深夜。 进入深冬， 混凝土
浇筑施工已经停止， 有的施工区
域还没有铲平道路， 他们便深一
脚浅一脚地在山上 “攀岩”， 检
查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 谭小龙
笑言， 每天雷打不动的生产例会
上， 已记不得和大家拍了几次桌
子、 瞪了几回眼睛。 但他清楚地
记得， 团队最终创造了一天掘进
量翻一番的奇迹， 工程提前7天
完成节点任务， 完美打赢冬奥工
程建设的第一战。 但更艰巨的挑
战还在后面。

翻开谭小龙的笔记本， 有一
页 ， 他 用 笔 重 重 地 圈 了 一 行
字 ： 2019年7月12日， 主体钢结
构冲出正负零。 此时， 距离主体
钢结构全面封顶的节点只有5个
多月了。

令他担心的是巨大的施工
量 ： 一标段包含的运动员组团
一、 组团二、 公共组团南区和山
地新闻中心的主体钢结构用钢量
相当于1.5个埃菲尔铁塔 ， 需要
用6万多个焊接节点、 7537根钢
构件焊接而成， 构件的总长度可
以环绕北京五环路1圈还多； 由
2000多个钢构组成的公共组团体
系， 安装工序多达8道， 单就其
中的二节柱来说， 就得安装3000
多根长达6米的钢梁……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山上突
降大雪， 往返生活区和施工现场
的所有通勤车辆全部停运， 管理
人员和工人们连就餐都成了问
题， 但是大家都铁了心， 不完成
任务坚决不下。 到了晚上， 这帮
年轻人硬是徒步15公里从现场走
回来的。” 谈及昼夜鏖战的攻坚
场面 ， 谭小龙有些激动地说 ：
“有这样坚不可摧的意志， 就没
有完不成的任务。”

2019年12月30日， 工程历时
202天， 圆满完成主体钢结构封
顶， 经受住了铁的考验。

在工程里诠释大国
工匠的责任担当

基于 “山林场馆 、 生态冬

奥” 的设计理念， 延庆冬奥村以
中国北方山村为模式 , “村落 ”
依山形而建， 在中国传统的半开
放院落中 ， 原有的树木成为主
角， 建筑设施并不集中成片， 而
是分散布局在狭长的山谷中， 随
山势而建， 不破坏山形地貌， 成
为 “山林掩映的场馆群”。

早在工程建设初期 ,项目部
就制定了详尽的环境保护措施：
所有的施工面表土全部剥离， 严
格编号， 妥善保存， 待完工后再
将全部原土覆盖、 原貌修复。 设
置小型动物保护区， 为野生动物
扩展栖息场所。 此外， 配备污水
处理系统 ， 雨污水经过处理后
先用于赛区的绿化浇灌等。 垃圾
也会在收集处理后清运出赛区。
不只如此， 项目部还开发使用项
目管理PM系统、 BIM5D管理系
统、 施工环境智能监测系统、 塔
吊防碰撞系统、 全天候无死角高
清监控系统 、 劳务实名制一卡
通人脸识别系统等， 全面采用信
息化 、 智能化管控手段 ， 让绿
色、 科技理念在冬奥工程实实在
在落地。

如今， 延庆冬奥村及山地新
闻中心正在进行楼承板铺装和外
围护墙施工。 春节前， 各运动员
组团将全面结构封顶。 随着为迎
接测试赛打造的形象展示面的即
将亮相， 这里也将逐步成为吸引
世界更多目光的焦点和名片。

“一开始感觉很艰苦， 但经
过团队一年多的并肩作战， 现在
心里多了一份感动、 一份坚定 ，
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在采
访最后， 谭小龙对我们说， “等
到冬奥会召开的时候， 来自世界
各地的运动员、 官员住进了延庆
冬奥村， 能够竖起大拇指为我们
国家建设的工程点赞， 这便是我
对2022年冬奥会的最大期待。”

我们深信， 这份期待将跨过
高山峻岭， 穿越冰天雪地， 为全
世界冰雪运动员和爱好者送上最
美的惊喜， 这份期待也将定格大
国工匠的责任担当， 踏响大国复
兴的坚实步履， 悄悄地藏在每一
位冬奥建设者心里。

□本报记者 崔欣 通讯员 周虹 杨耀钧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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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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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小龙的冬奥之约：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要有爱———“二姐”马敏杰的工会工作三字诀

再过半年， 马敏杰就要离开
心爱的工作岗位， 她满满的都是
不舍。 “我喜欢工会工作， 也喜
欢为职工办事。” 提到工会， 她
脸上露出了笑容。 文体活动、 困
难职工帮扶、 劳动竞赛……在三
年多的时间里， 马敏杰忙碌在职
工的身旁。 通过一件件小事、 一
个个活动， 让公司的5000余名职
工感受到工会这个 “娘家人” 的
温暖。

2017年， 马敏杰成为了北京
公交集团客七分公司工会的副主
席。 在平日里， 职工们更爱叫她
“二姐”。 “因为我在家中排行老
二， 很多职工听说了， 也都这么
叫我。” 马敏杰笑着说。 对于这
个称呼， 她没有丝毫顾忌， “虽
然不少人会说 ‘二’ 这个字有点

歧义， 但是我还挺喜欢大家这么
叫我， 听着就亲切。”

的确， 在职工的心目中， 马
敏杰这个 “二姐 ” 不仅待人亲
切， 还总能满足职工需求， 带给

大家很多 “惊喜”。 “公交的职
工真的很辛苦， 平时大家在线路
上运行， 要处理各种路况， 还要
兼顾车厢里乘客的需求。” 马敏
杰介绍道， “客七分公司工会就
想着怎么能帮助职工疏解压力，
愉悦身心。”

虽然以往客七分公司工会也
组织过很多文体活动， 但是因为
工作时间、 地点等原因， 参与的
职工有限。 于是， 在去年， 马敏
杰和其他工会干事一起商量， 打
破以往文体活动的举办方式 。
“这回我们要把文艺节目送下去，
送到车队、 送进场站、 送到职工
身旁。”

“客七分公司的文艺骨干不
少 ， 能唱的能跳的职工很多 。”
马敏杰说。 很快， 收集文艺节目
视频的通知就发放到12个车队负

责人的手中。 下班后， 职工们忙
活着录制节目视频。 不久后， 工
会就收到了十余个视频资料。 结
合节目类型、 主题等要求， 马敏
杰和同事们对节目做着精心筛
选。 为了让这次活动设置更加丰
富， 她还和同事们设计了包括书
法展示、 趣味游戏等环节。

“节目确定只是第一步， 我
们还要找到合适的场地， 可以布
置多个活动区域。” “对， 不能
太偏， 要选各车队职工前来参加
都比较方便的地方， 还要挑职工
比较集中的时间段……” 为了确
定合适的活动场地， 马敏杰又和
同事们讨论着方案。

活动当天， 马敏杰早早来到
位于于家园场站的活动现场。 横
幅、 音响、 游戏设备……每个环
节， 她都紧盯。 中午12点半， 活

动正式开始。 舞蹈、 演讲、 歌唱
……一个个由职工们自编自导自
演的节目亮相舞台。 两天的活动
中， 职工没出场站就观看到文艺
演 出 ， 还 参 与 到 了 趣 味 游 戏
活动。 而这两天中， 马敏杰和工
会的同事们都是从早上9点多一
直忙到下午4点多。 “职工们观
看了节目， 疏解了压力， 愉悦了
心情。 我们就没白忙活。” 马敏
杰说。

做工会工作说难也难， 说不
难也不难 。 总结起来就三个字
“要有爱”。 在马敏杰看来， 心中
有爱是工会工作者要时刻谨记在
心中的。 “要爱企业、 爱职工、
爱工会这个岗位。 虽然我今年就
要退休了， 但我还是会用爱坚守
在这个岗位上， 让职工感受到工
会娘家人的温暖。”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我骄傲
我是工会人

2019年12月30日 ， 延
庆冬奥村及山地新闻中心
完 成 主 体 钢 结 构 封 顶 ；
2020年春节前完成主体结
构全面封顶 ， 2020年12月
底全部完工 ； 到2022年冬
奥会召开之时， 来自世界
各地的运动员、 官员住进
了延庆冬奥村， 能竖起大
拇指为中国冬奥工程点赞。
这是我的冬奥之约， 也是
我们的最大期待。

———谭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