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宝新
国家速滑馆项目安全总监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文/摄

“安全施工重于一切呀。 我这每
天就是在工地现场 ‘挑刺’， 老发脾
气， 很少微笑。” 北京城建集团国家
速滑馆项目副经理、 安全总监田宝新
感慨地说。 田宝新， 长着大高个， 脸
色看着红润， 一脸严肃的表情， 随着
话匣子的打开， 田宝新展现了他外冷
内热的性格特质。

基建工程兵转业的田宝新干了一
辈子工程 ， 他参加过奥体中心的建
设， 参加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奥
林匹克篮球馆的建设， 然后参加了冬
奥会国家速滑馆的建设， 他在这两年
里基本是紧绷着弦儿。

“你说这么大的工程交到我们手
里， 我又负责安全工作， 心里压力能
不大吗？” 田宝新说， 土方施工、 结
构施工、 钢结构施工、 索网施工、 屋
面施工、 幕墙施工， 每项施工时的安
全管理内容都不同。 像土方施工时，
机械安全作业管理 、 扬尘管理是重
点， 结构施工时脚手架的安全施工管
理是重点； 后面的钢结构施工、 索网
结构施工、 屋面施工时， 高处安全作
业管理和机械安全管理则是重点。 每
一项安全管理内容他都会事无巨细，
处处亲力亲为， 只有确保安全到位，
他悬着的心才会稍微松快会儿。

2018年11月15日上午9时 ， 两段
长 181.9米 、 宽 40.5米的环桁架如同

“巨龙” 盘踞在东西车库顶板， 即将
与已原位拼装成形的南北两侧环桁架
“会师”。 此前， 项目部已对环桁架、
滑移胎架、滑移轨道、轨道支撑架等滑
移方案进行严密的模拟仿真计算，在
平行施工思路下， 东西两侧各2750吨
重的环桁架将分别分两段滑移到位 ；
如此一个“庞然大物”，在下滑移轨道
滑移一定距离后， 得严丝合缝地过渡
到上滑移轨道，如果在对接时有高差，
可能会卡住推不动，安全风险极大！

“看不到检测数据， 我坚决不签
字。” 田宝新坚定地说。 准备滑移的
这天， 滑移检测数据已经出来了， 可
纸质版的还没拿到现场。 直到有关人
员把检测数据交到田宝新的手上， 田
宝新看到了检测数据， 确认无误后，
才在审批方案上签了字。

“当开始滑移后， 那轰隆隆的巨
响震得地面仿佛都在颤动， 虽然我们
对每一个连接点都做过了监测， 也都
合乎安全标准， 但是万一出问题， 那
后果简直不可想象， 我的心快提到了
嗓子眼儿……一直到安全滑移成功，
我才松了口气， 感到无法用语言言说
的喜悦。” 田宝新字字铿锵告诉记者。

“这个地方有问题！” 2020年5月
16日上午10点30分左右， 田宝新像往
常一样在现场巡视检查， 当他巡视到
国家速滑馆项目首层S3段时， 发现现

场正在进行结构预留洞口浇筑完成后
的拆模作业， 当现场施工人员完成拆
模作业要离开现场时， 田宝新叫住了
工 人 ， 他 指 着 地 上 一 块 500mm ×
300mm的方形结构地面说： “这是个
洞口， 需要做防护！”

经过查验后证明田宝新的判断是
正确的， 现场安全管理人员见状赶紧
命令工人找来钢筋做成钢筋网片将洞
口防护上， 上面再用盖板封闭严密，
固定牢固！ 原来那个地方本来是一个
预留洞口， 打混凝土的施工水泥浆顺
着模板缝隙流进洞口模板里， 在上面
形成了一层厚厚的水泥硬壳， 从外表
看跟其他部位一样 ， 就是混凝土地
面， 如果不仔细观察根本看不出来，
如不是田宝新发现， 可能这一个小小
洞口就是一起严重的安全事故！

这两年来， 田宝新休假的时候很
少， 每天连续十几个小时盯在现场都

是工作常态， 很多时候他每天除了睡
觉， 就是在工作， 就在2020年10月中
旬， 他因为头晕住了院， 在诊断说明
书上， 病症共有10条， 分别是后循环
缺血、 腔隙性脑梗死、 高血压2级极
高危组 、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
病、 二型糖尿病、 动脉硬化、 高脂血
症…… “您看着我挺壮实的， 没想到
我这么多病吧， 嘿嘿。” 住了半个多
月医院， 病情稍微稳定， 田宝新就出
院重新回到了国家速滑馆的现场。

“虽然现在已经进入工程收尾阶
段， 但是安全管理一刻不能松懈呀。”
采访刚一结束， 田宝新就投入了工作
中， 他的背影高大壮硕， 谁能想到他
是带着那么多病症坚守在岗位上。 采
访全程， 他没有发表一句感慨， 也没
有诗意的赞叹， 言辞朴实， 还有些严
肃， 但是他兢兢业业的爱岗精神还是
深深感染了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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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出生的苏振华看上去比实
际年龄要小 ， 甚至还有点腼腆 。 然
而， 自从2016年研究生毕业进入城建
集团以来， 他至今已经参与过大兴新
机场和国家速滑馆两大国家重点项目
建设。

作为北京冬奥会标志性工程， 国
家速滑馆令人惊奇的建筑设计， 备受
世人关注。 而项目技术和科研创新正
是苏振华的工作方向。 此次， 国家速
滑馆率先采用全国首例弧形预制看台
板， 其精准的安装精度和完美的弧线
是大家交口称赞的创新之一。 而这看
似简单的设计， 实际上却是科研难度
不小。 “每一块看台板所需安装的位
置是唯一的， 因此， 在工厂生产出来
时， 每一块预制看台板端头都添加了
一个二维码 ， 重量 、 尺寸 、 吊装位
置、 生产日期， 工人只要扫一下二维
码， 所有信息便能一目了然。” 苏振
华说， 国家速滑馆共有预制构件1191
块， 预制看台板从2008年鸟巢的 “以
直代曲” 发展到如今的 “弧形预制”，
是城建人的科研和智慧的成果。 10年
前， 北京城建集团国家体育场项目团
队引领研发出了清水混凝土看台板。
10年后， 看台板的预制技术有了进一

步突破。 这些预制看台板的设计、 生
产、 吊装， 都由当年国家体育场看台
板原班人马操刀。

“不仅如此， 看台板的原材料使
用也是暗藏巧思 。” 苏振华介绍说 ，
速滑馆共有654根混凝土灌注桩 ， 为
保证工程质量施工过程中每根桩都需
要剔凿桩头， 这样就产生了大量的废
旧混凝土。 一般这些废旧混凝土都作
为建筑垃圾被处理掉， 而在预制看台
板设计、 生产过程中， 项目部积极响
应 “绿色办奥” 理念， 将部分废旧桩
头加工成再生骨料， 用于非主要受力
构件———预制看台板的加工生产， 这
样就实现了建筑垃圾的 “变废为宝”，
以及对资源的循环利用。

“预制看台板不仅是建筑造型和
精细化加工的进步， 再生骨料技术在
国家速滑馆预制看台板加工生产的落
地， 更体现了近年来在科技发展的背
景下， 我们国家可以摒弃粗放式的生
产方式， 用更科学更绿色的技术去实
现工程建设的可持续。 ”苏振华说，让
建筑走在环保的路上，这是他的理想。

做施工方案、 研究图纸、 进行科
研总结、 梳理项目存在问题、 给工人
交底……这些工作内容就是苏振华的

日常。 每天， 他都在这样的各种问题
中循环地忙碌着。 由于国家速滑馆建
筑造型独特、 结构复杂， 涉及到的专
业多， 且有大量新技术是国内乃至世
界首次采用， 可以说， 是边施工边科
研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为此， 国家
速滑馆项目自开工以来， 苏振华已经
在项目驻扎了将近三年。 期间， 除了
每年春节 ， 平常几乎没有休息日 。
“大概回过四次山西吧， 也都是一两
天……” 说话间， 苏振华不由摆弄起
手指数起了回过家的日子。

今年春节， 因为疫情， 对于一些
行业来说可以适当休息， 但是对于苏
振华他们项目技术人员来说， 不仅要
投入到工程现场的防疫工作中， 也要
在这个关键时期去梳理不同专业之间
的图纸和配合问题。 “从春节正月初
五一直到现在基本就没有休息过 。”

采访中苏振华告诉记者， 说工作不辛
苦是不现实的， 工地有的总是尘土飞
扬和冷漠的建筑， 有时候心里也会有
落差。 “既能仰望星空， 又能脚踏实
地”，这是一位领导曾经对他们工作的
总结。 想到这句话背后的意义， 苏振
华就又满腔热血的投入到了工作中。

“冰丝带不仅富含大量中国建筑
业的新技术， 更是中国第二批奥运建
筑的代表， 能参加其建设对我来说何
其荣幸。 所以， 我认为踏踏实实在生
产一线， 与伙伴们一起奉献青春， 贡
献智慧， 也是一种极致的浪漫！” 采
访中， 苏振华满怀感慨， 家人在电视
等报道中看到冰丝带的相关报道也总
是很激动、 很骄傲， 有的看到报道后
还会专门打电话过来问 “电视中的是
不是你们项目、 有你没有？” 这个时
候， 所有的辛苦都释然了。

苏振华
国家速滑馆项目技术质量部副部长

□本报记者 博雅

把工程做到极致是一种顶级浪漫

安全管理就是按最严的标准一刻不能放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