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石海芹 通讯员 李宝良

———记中铁二十二局集团四公司项目部经理冯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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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双乐：践行垃圾分类 共建美丽陶然亭

“钉铃铃……” 正在工地检
查的冯建州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电话那头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传
来： 他被评为2020年 “北京市劳
动模范”。 得知这个消息， 冯建
州开心地笑了， 他说： “新建城
际联络线一期工程站前3标项目
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们得到了首
都的认可！”

安全无小事
时刻守牢 “红线”

作为中铁二十二局集团四公
司新建城际联络线一期工程站前
3标项目部经理， 接到这个任务
时， 冯建州的压力很大， 项目地
处首都北京， 安全、 质量、 环保
要求都极为严格， 他明白任何一
点闪失都可能前功尽弃 ， 保安
全、 提质量、 促环保成为摆在当
前的3大难题 。 “安全 、 质量 、
环保， 安全、 质量、 环保……”
冯建州一遍一遍念叨着， 随后的
几天会议室一直灯火通明， 专题
会一个接着一个， 讨论一波接着
一波 ， 图纸翻烂了 、 现场跑遍
了 ， 最终 ， 在他的带领下 ， 安
全 、 质量 、 环保方案一个个出
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 如何才能确保生产过程实现
“零” 事故， 冯建州可是下了大
力气。 他带队多方考察， 经过比
较， 聘请专业人员重点打造了北
京地区同行业面积最大、 功能最
全的安全馆和质量馆， 馆内建有
工程所有工序的施工工艺3D打
印实物模型和动画模拟展示平
台 ， 再通过BIM、 动画 、 VR体
验等形式提高员工学习兴趣， 使
所有工人在入场前就知晓什么是
标准和样板， 在施工过程中更容
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从而确保
工程质量。 他经常说： “安全无
小事， 任何人、 任何事都不能突
破安全红线！”

为实现人人管安全、 人人懂
安全， 冯建州要求所有入场的工
人都要参加安全培训和考核， 只
有考核合格才能进场施工。 工人
李杰表示： “没想到项目部考核
这么严格， 不过培训确实挺有用
的， 尤其是安全帽的撞击， 还有
操作平台的倾斜实际体验， 真是
让我记忆犹新。 并且我还用项目
部自主研发的安全积分超市系统
进行安全积分兑换， 用来采购生
活物品， 非常方便实用。”

“安全” 两字重如泰山， 冯
建州一刻也不敢松懈， 就像他说

的 ， 干工程的睡觉都要睁一只
眼， 由于考虑的事情太多， 他常
常失眠， 经常睡着睡着就突然起
床， 打开灯， 翻开日记本， 迅速
记录想到的东西， 生怕第二天忘
记了。

环保不能少
“头脑风暴” 群策群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为实现工地环保要求， 冯建州组
织广大职工进行 “头脑风暴 ”，
他还开玩笑说： “先定一个小目
标， 要把扬尘扼杀在围挡之内。”

项目部自行设计的洗车 “三部
曲” 获得大家的一致好评， 在工
地出口位置设立洗车槽、 洗轮机
和人工洗车区， 确保出入车辆干
净出行 。 同时通过 “围挡穿绿
衣、 裸土盖绿网” 等措施， 美化
施工现场环境， 缓解过路司机视
觉疲劳， 实现了环境保护和交通
安全 “双丰收”。

为了实现工地天蓝气清， 冯
建州充分回收深基坑、 疏干降水
井收集的水源， 创新性利用高射
旋转水枪、 围挡喷淋、 雾炮相结
合的方式定时进行洒水降尘， 实
现了天朗气清、 彩虹频现的美好
景象。 为了避免原设计的挂网喷
射砼基坑边坡防护污染大的问
题， 他带领团队通过市场调查及
施工现场试验段验收， 使用施工
环保、 简便、 高效、 质量可控的
绿色装配式防护技术取代， 环保
的同时还极大节约了成本。

小创新大作为。 在边墙养护
区和拱顶养护区， 项目部设计的
自循环喷淋养护台车正在进行养
护作业，通过智能遥控系统，只需
一人远程便可轻松操作， 节省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 为了确保钢支
撑安装工人作业安全， 项目部自
行设计的临边作业安全索起了大
作用，确保了工人的生命安全。这
些做法得到了当地政府、 业主及
兄弟单位的充分认可。 2020年1
月、7月、8月项目部相继举办三场
大型观摩会， 获得各方的一致赞
誉。

质量精细化
推出 “岗位负责制”

由于项目工期紧， 产值压力
大 ， 再加上突发疫情 ， 无疑是
“雪上加霜”。 在这种情况下， 一
年有效工期内要完成土石方近
200万立方米、 混凝土40万余立
方米、 钢筋5万吨， 平均算下来，
每天要消耗混凝土2000立方米 、

钢筋100吨！ 如此庞大的用量如
何实现质量控制呢？

冯建州明白， 越庞大的工程
量越要实行精细化 、 智能化管
理。 为此他引进了一系列智能化
设备， 滚焊机、 套丝切断机、 弯
箍机等智能钢筋加工设备， 使效
率提高了三倍， 日加工钢筋可达
100余吨， 同时机械化、 智能化
流水作业 ， 还保证了钢筋笼质
量。 他通过使用BIM、 智慧拌和
站等数字化管理技术， 实现了工
程三维可视化交底， 质量馆内通
过3D打印技术还原的所有工艺
模型， 使工人在未进场之前就能
了解什么是标准， 从而提高施工
质量。 为了实现质量双保险， 他
还率先配齐质量总监、 专职质检
员等， 严格落实 “质量终身制”，
实行岗位负责制。

2020年春节， 疫情当前， 冯
建州当机立断要求项目部利用自
驾、 包车、 “点对点专车” 等方
式， 加快人员到岗步伐。 守得云
开见月明， 在他的带领下， 各部
门齐头并进， 换来了项目部劳动
力的富足 。 经过大家的不懈努
力， 2月27日， 项目部顺利通过
了北京市大兴区住建局等四方联
合组织的复工验收， 成为京津冀
铁路投资公司北京段首家获批的
复工单位； 2月28日， 2台吊车、
4台挖掘机及6辆自卸车发动机的
轰鸣声， 擂响了榆安2号隧道钢
支撑施工作业的战鼓。

自从投入到工地以来， 冯建
州几乎没有回过家， 不知多少个
雨夜他都是在工地上度过的，仅
2019年一个夏季他就穿漏了两双
雨鞋。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
一年来，项目部在安全、质量、环
保、进度等综合评比中一路领先，
先后荣获 2020年度京津冀铁投
“综合信评A级”、河北省“铁路工
程施工安全管理先进单位” 等荣
誉称号。

用实干为首都打造精品工程

□本报记者 余翠平

“让我们欣慰的是， 现在来
公园里游园的游客在垃圾分类方
面的意识越来越强， 而且越来越
多的人能主动且正确地进行垃圾
投放， 真的挺不错的。” 说到垃
圾分类， 陶然亭公园的赵双乐一
脸的自豪。

自2008年入职， 赵双乐已在
陶然亭公园工作13年， 主要负责
后勤管理。 去年5月开始， 陶然
亭公园启动了垃圾分类工作， 这
项工作便落在了赵双乐身上。

“我们在公园里张贴了垃圾
分类的宣传海报， 还增加了7组
四分式的垃圾桶， 为公园里28名
保洁员都制作了胸卡， 胸卡的背
面有垃圾分类的一些小知识，比
如，‘其他垃圾’ 都有哪些，‘厨余
垃圾’都有哪些，这样保洁员在处

理垃圾时就能进行正确的投放，
遇到不正确投放垃圾的游客， 也
能及时劝阻。” 赵双乐介绍说。

此外， 赵双乐根据公园游客
量不定期组织开展垃圾分类知识
培训， 而且在公园里的不同活动
区域还增减不同类别的垃圾桶，
“比如在游乐场附近， 孩子比较
多， 吃剩下的食物和食物包装
会相对多一些， 所以要在这样
的场所多设置 ‘厨余垃圾’ 桶和
‘其他垃圾’ 桶， 并在节假日安
排志愿者值守垃圾桶， 引导带孩
子的游客正确投放垃圾。” 赵双
乐说。

陶然亭公园平时每天有近2
万名游客进园， 到了节假日游客
会增加到三四万人。 每逢这些时
候， 陶然亭公园就会在人群活动
密集区域增加垃圾桶， 并安排专
人值守， 这对提升游客的垃圾分
类意识和能力起到了很大的帮

助， 同时也保护了公园的环境。
“每天我都到公园里转转，

检查各处的垃圾桶， 查看垃圾是
否进行了正确的投放， 如果没有
正确投放， 我会联系相关负责人
员， 要求其整改。 同时， 我们还
专门建立垃圾站， 对 ‘可回收垃
圾’ ‘厨余垃圾’ ‘其他垃圾’
由专人进行二次分拣后再处理，
然后进行消毒、 冲洗， 确保安全
卫生。” 赵双乐说。

“小朋友， 面包渣是 ‘厨余
垃圾 ’， 不要扔到 ‘其他垃圾 ’
里。” 近期的一个周末， 赵双乐
走到了陶然亭公园北门附近的游
乐场， 看到一个10多岁的小男孩
将吃剩下的面包连带着包装纸一
起扔到了 “其他垃圾” 里， 他见
状马上劝阻。 “好的， 我会教孩

子正确投放垃圾的。” 小男孩的
妈妈在一旁边说边将面包渣投放
到厨余垃圾桶里， 将面包的包装
纸投放到了其他垃圾桶里。

“这种现象在公园里经常发
生， 孩子吃剩下的食物， 连着包
装纸没有分类， 有的直接投放到
厨余垃圾桶里， 有的扔到了其他
垃圾桶里 ， 这些操作都是错误
的， 我们看到就会进行劝阻， 并
引导正确投放。 大部分家长和孩
子经过劝阻后都很配合， 会正确
投放垃圾。” 赵双乐说。 经过近
一年的努力， 公园的环境越来越
好 ， 这让从事垃圾分类工作的
他， 非常开心， 充满成就感。

“只要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
的生态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赵双乐信心满满地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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