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少华
国家速滑馆项目执行经理

北京劳动者
之之歌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03

劳
动
者
周
末

专
题

2020年
11月21日
星期六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版
式
设
计

王
巍

版
式
校
对

黄
巍

□本报记者 杨琳琳 文/摄

“22” 代表北京冬奥会举办的2022年，
22条丝带就像运动员滑过的痕迹， 象征速度
和激情。 作为北京冬奥会新建的重大标志性
场馆， 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 从设计方案公
布伊始就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目前， “冰丝
带” 建设已经进入收边收口阶段， 一座代表
世界最高水平的冰雪运动场馆已经璀璨屹立
在世人的面前。 在过去的800多个日日夜夜
里， 有 “国匠” 之称的北京城建集团尽锐出
战， 用百分百的匠心打造百分百的精品工
程， 续写着中国建筑工人的奥运传奇。 近
日， 午报记者走进美丽的 “冰丝带”， 对这
里的 “国匠” 们进行了倾心独家专访———

工程质量的弦始终紧绷着

攻克世界级建筑难题
让“冰丝带”以最美姿态绽放

张星睿
国家速滑馆项目工程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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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00吨超大跨度钢结构环桁架、 全球体育
场馆中规模最大的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形索网屋
面、 1.2万平方米的亚洲最大冰面、 3360块玻璃拼
接营造出灵动飘逸的22条 ‘冰丝带’ ……这些世
界级的建筑技术难题考验着咱们北京城建集团的
实力与担当。” 北京城建集团国家速滑馆项目执
行经理李少华感慨地告诉记者。 他个头很高， 身
材中等， 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 此外， 眼睛里还
有连日劳累的疲倦。

重任在肩， 北京城建集团工程总承包部迅速
调集曾经参加过鸟巢、 国家体育馆、 奥运村、 T3
航站楼、 北京新机场、 亚投行等重点工程建设的
优秀骨干， 组建起项目管理团队。

“在建设国家速滑馆的时候， 可以说， 我们
的很多科技创新都是独一无二的创举 ， 在这背
后， 我们的全体建设者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李
少华说。

国家速滑馆工程屋面采用国内最大跨度的单
层双向正交马鞍形屋面索网结构体系， 长跨约200
米、短跨约130米，索径64毫米至74毫米，是世界同
类体育场馆之最。 由于该工程工期紧，为解决好混
凝土结构施工与钢结构环桁架拼装的矛盾， 项目
团队采取了分段拼装整体滑移施工技术。

主场馆地上混凝土结构施工与东西侧钢桁架
拼装同步进行， 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同步平行施
工， 难度之大国内罕见。 凭借国际一流的BIM技
术应用， 项目部将混凝土结构施工与钢结构拼装
精准同步， 并按计划顺利完成节点目标。 环桁架
拼装完成后， 采用数控机器人整体滑移、 就位、
合拢、 卸载， 环桁架精确滑移至主体结构之上，
使整体工期节约了3个月。

李少华介绍， 国家速滑馆外幕墙为天坛轮廓
造型， 由3360块超白彩釉幕墙玻璃拼接出椭圆形
曲面， 外侧安装有22道发光玻璃管， 营造出轻盈
飘逸的22条 “冰丝带”。 天坛轮廓造型外幕墙的四
层8毫米半钢化超白玻璃需要经过热处理、 镀膜、
夹胶、 合中空、 附框等数道复杂工艺， 复合而成

同曲率曲形玻璃单元体， 每一块均不相同， 加工
精度和难度极高。 “在集团大力支持下， 我们项
目团队对柔性单索和刚性网壳的组合进行力学与
变形分析， 随后合理优化玻璃板块， 使单元块拟
合的曲线连续流畅。” 李少华向记者介绍。

由于疫情影响， 很多从国外进口的材料难免
会有延误。 这时候， 李少华就需要积极跟供货方
协调， 派工作人员全程监控材料的运输进程， 还
有一些从国内订的材料 ， 也需要随时跟厂商联
系， 甚至派专人驻厂， 催促进程。

在工程现场， 很多施工都是同时进行的， 这
里面也有很多需要李少华亲自协调的地方， 比如
说制冰系统和制冷系统的安装都需要从一个吊装
口吊入， 制冰系统安装在最里面。 由于制冰的设
备从国外进口， 受疫情影响耽误了一些日子， 如
果这时候先装制冷系统， 那么装好后， 制冰系统
就没法安装了， “所以这两个系统就需要我们开
会协调， 让大家大局为重， 相互配合。 制冷系统
先等等， 等制冰系统安装好了再作业。”

每天下班后， 李少华都会组织当天的生产协
调会， 要实现 “两清”： 当天的生产任务要圆满
完成， 第二天的生产任务要清楚。 不管是人手调
配、 材料供应、 设备机械到位程度， 还是遇到施
工难题， 他们都会紧急开会商讨解决方案， 晚上
开协调会到九十点是常有的事 。 今年春节到现
在， 李少华基本是连轴转的状态， 连一天都没休
息过 。 “说实话 ， 我们所有的建设者都非常辛
苦， 但是大家又很振奋， 毕竟我们建设的是冬奥
会的场馆， 这样高达上的项目， 我们这一代建筑
人能碰上， 大家都感到特别荣幸。 希望在我们的
努力下， ‘冰丝带’ 以最美的姿态绽放在世人面
前！” 李少华充满激情地说。

“好 ， 好 ， 我一会儿到现场看看 。” “嗯 ，
嗯， 我一会儿过去。” ……刚刚从现场回来的张星
睿， 电话一直响个不停。 1994年出生的张星睿早
已经习惯了这种紧凑的工作节奏。 “最忙的时候
能有四五个急活儿等着去处理， 半天时间就能接
四五十个电话。” 张星睿笑着说， 他经常打趣自己
就是个 “接线员”。

张星睿是北京城建国家集团速滑馆项目工程
部副部长，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协调管理生产，
工作状态是加班加点， 每天微信运动总能排在前
几名的工作。 张星睿是在项目上成长起来的90后
小伙子， 没有一丝娇气， 做事认真心细。 每天一
上班， 项目生产副经理骆建坡统筹好总体工作，
给每个人安排好具体工作内容之后， 张星睿和同
事就奔赴施工现场了。

今年夏天， 正好赶上屋面施工。 这项工作就
落在了张星睿的身上。 “速滑馆的屋顶可不低 ，
光爬上去就要十几分钟， 之后就是暴晒了， 一会
儿就全身冒油， 一上去就是两三个小时。” 经过一
个夏天的 “日光浴”， 张星睿的肤色变成了黝黑

色， 再加上脸上留着胡须， 让这个小伙子显得格
外的老成。 “国家速滑馆是重点工程， 施工过程
中涉及到很多的技术难题。 每一项施工都有一定
的难度， 不能有半点马虎。 就拿屋面施工来说，
当时安装的是太阳能板和防水板。 由于整个屋顶
是呈马鞍形的， 所以施工时需要斜面施工， 特别
不容易。” 张星睿介绍说。

虽然现在国家速滑馆已经进入收边收口工作，
但张星睿忙碌的身影依然穿梭在施工一线， 他心
里的那根弦始终紧绷着， 他明白现在更是要紧的
时候。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涉及到成品保护
问题。 因为施工是交叉施工， 这道工序施工完成
了， 下道工序施工的时候需要格外注意， 不能破
坏之前的工序， 否则一不小心就会产生纠纷。” 张
星睿严肃地说。 采访一结束， 张星睿便一路小跑
奔向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