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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秦立来自陕建集团，是西安奥体
中心若干参建人员中的一名安全员。
从 2017年 11月 14日开始，高秦立就在
工地上工作，他见证了西安奥体中心的
全部建造过程。

曾经，那里是一片荒地，就连项目
部临时搭建的板房也刚建成不久，工人
们都是在用彩条布临时搭建的帐篷里
休息、吃饭。

高秦立说，2017年冬天很冷，那时
主要是地下基础建设。一般情况下，冬
天温度在零下5摄氏度的时候是可以停
止施工的，但为了赶工期，工人们冒严
寒施工，扛过了那个冬天。

高秦立清楚记得，地下基础建设施
工结束那天是临近春节，能在工期内完
成任务，他觉得每名工人都很开心。

2018 年夏天，工地上的温度热到
“难以描述”。高秦立说，为了保证工人
不在施工期间中暑，他至少购买了两三
万支藿香正气水，同时工人每天还要喝
掉六七百升绿豆汤。

严寒酷暑并非最难熬的，不能陪伴
家人才是建筑人最大的遗憾。

在西安奥体中心工地工作的三年
多时间里，高秦立能休息的时间很少，
即便是春节也只有两天假。

而另一位同事的女朋友，因为无法
接受他总是没有时间陪伴而分手。

2019年春节游泳跳水馆封顶、2020
年 4月场馆外立面安装第一块菱形柱、
2020年 6月泳池放水，如今游泳跳水馆
已是地标式建筑。

“泳池注水时，全场欢呼，我却满眼
泪花，坚守了三年多的工地终于快要安
全竣工交付，这是数以千计的工人夜以
继日付出的结果。”高秦立说。

“作为西安人，我很自豪能参与
全运会场馆的建设！”高秦立说，“我
准备带儿子去那里看看，让儿子看
看他爸爸战斗过的地方，让他与我一
起自豪。” 本报记者 王何军

职位：安全员

高秦立姓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将于2021年在陕西省举办，这是陕西首次
举办全国性大型运动会。全运会有比赛场
馆53个，无论新建、改造，都是一项庞大的
工程，需要各方携手完成。

日前，作为全运会的主场馆——西安奥
体中心一场两馆顺利竣工交付。该中心于
2017年10月9日开工，经过129家参建单位
的996个日夜奋战，这朵“石榴花”终于绽放
在西安国际港务区。

而今，全运会各项准备工作正如火如荼
进行，在各场馆、公共设施的建设岗位上，都
有扎根基层、脚踏实地、时刻肩负责任的共
产党员及普通一线建设者，他们的工作平凡
却温暖有光，用自己的力量为全运会顺利举
行保驾护航，让我们走近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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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石榴花”的绽放

辛苦啦！全运场馆建设者

“洋石榴儿”是刘诗扬名字的倒
念、微信的昵称，也是她对西安奥体
中心场馆的爱称。她是CCDI 悉地国
际设计集团设计总监，自担任西安奥
体中心项目设计总监三年来，她将全
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了这朵即将绽
放的“石榴花”上。

2017年 9月，她和设计团队第一次
来到西安，当时的奥体中心刚刚敲定总
图和方案，同年10月就要开工。

“一个大型体育场馆从概念方案到
落地开工，没有八到十个月是完不成
的。虽然知道西安奥体中心工期紧、任
务重，但我没想到会紧到这个地步。”

“那段时间，项目部和施工单位的
同事们，几乎每天就‘赖’在我的办公室
不走，追着我要施工图纸。”刘诗扬说，
自己几乎吃住都在办公室，熬夜更是家
常便饭。

为了保证项目按期开工，她大胆提
出“一个模特，多套衣服”的建设思路。
刘诗扬说，他们这次提出的思路，是幕
墙方案设计与结构设计同步，主体结构
施工的同时，建筑方案可以继续调整，
实现方案设计、结构设计、结构施工共
同推进。

在这一模式下，刘诗扬和团队用一
个月的黑白颠倒，“抢”出了具备施工条
件的图纸。“这一大胆做法最终被证明
了可行性，奥体中心建设至今，没有产
生任何主体结构拆改的情况。”而这一
模式也成为设计行业具有开拓性且可
复制的创新型建设思路。

在刘诗扬眼中，西安奥体中心是一
座“兼具颜值和内涵”的建筑。

“像全运会这样的大型赛事，要考
虑的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安保、转播、后
勤、信息等多家单位的互动统筹，更不
用说赛事结束后，场馆运营中要满足的
多样化需求。”刘诗扬说，他们的目标是
设计建设一座技术先进、理念超前的

“智慧场馆”。
“石榴花”绽放在即，她说：“‘石榴

花’开时，相信我和每位建设者都会看
到最美的自己！” 本报记者 王何军

职位：项目设计总监

刘诗扬姓名：

“这谁呀，长得这么漂亮，你说会不
会是分配到咱项目的新人？”“咋可能，
你瞧这身打扮，肯定是甲方单位的，怎
么可能来咱建筑单位。”

在大家都以为是甲方单位工作人
员时，一个轻柔的声音响起：“大家好，
我叫李欢，是分配到咱们项目的预算
员，初来乍到，请大家多多指教。”这一
刻起，她的预算生涯拉开了帷幕。

2017年10月，陕建一建二公司的李
欢被派往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项
目开展工作。游泳跳水馆情况复杂，
不止体量大、分包多，而且还要面对可
能亏损的现实。面对如此严峻的局
面，她毅然选择迎难而上。

“全运会是陕西省首次举办的全国
性大型运动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开闭幕式，意义非凡！”初入项目部，中
建三局和中建八局两支强大的商务团
队让她感受到不小的压力，但她却认为
是一次锻炼学习的机会，她要把外界对
女人爱美的狭隘理解延伸——不光自
己美，也要通过努力，让所从事的工作
美，所参建的建筑释放出应有的美，让
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通过这场运动
会发现大西安的美。

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19
年6月，一道任命书递到李欢手中，她被
派至二公司担任预算科科长，这是对她
前期工作最好的鼓励。

“担任预算员的时候，初心和使命
就是独立干好本职工作，让领导放心，
让业务能力美，让参建的项目美；任二
公司预算科科长后的初心和使命是让
自己的业务更加美，也要带着我的团队
提升业务能力，让他们的成长和发展更
美。”李欢说。

从“单兵作战”到“团队指挥官”，李
欢积极探索新路径，带领团队向着更
快、更高、更强的方向迈进，她用实际行
动诠释着现代版的“巾帼不让须眉”“铁
军女将”。 本报记者 王何军

职位：预算科科长

李欢姓名：
陕建一建七公司西安奥体中心游

泳跳水馆项目经理刘富是一位中等身
材的八零后，戴一副金色眼镜，常常是
笑眯眯的表情。工作中，他总是一身灰
色的工装、黄蓝相间的反光背心，腰间
别着小蜜蜂扩音器，脚腕处扎裹着绑
腿。介绍项目时，他谈吐幽默，对工程
了如指掌，举手投足间透出一名职业经
理人的深厚素养。

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项目是
国内领先的全运会体育场馆；延长科研
中心项目是陕建系统承建的第一个超
高层。刘富说，作为一名建筑人，能够
参与其中之一，都堪称幸运，而自己竞
两者都参与了。

2017年 10月，刘富接到一纸调令，
让他即刻到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
项目报到。这时，离延长科研中心项目
竣工验收只有不到七个月的时间了。
刘富回忆说：“当时忙得不可开交，手上
一大堆事要干，听到这个消息，人一下
子就懵了。”

面对一个个难题，他苦钻硬钻硬消
化。每天不管多晚，他都认认真真写工
作日志，积累了宝贵的管理经验。

他苦干一周就完成了一份高质量
施工方案，在与中建三局、中建八局的
合作中，受到了甲方专家团队的一致好
评，得到了甲方“挖土像考古，打桩像绣
花”的高度评价。

此后，西安奥体中心游泳跳水馆被
评定为观摩工地。为了确保活动顺利
开展，他天天泡在工地连续作战，就在
这时，他的孩子高烧一周不退，烧得孩
子都迷迷糊糊的，而他硬是抽不出时间
去照顾，只能在电话里一遍遍叮嘱妻
子，照顾好孩子……如今说到这些，刚
强的汉子还是忍不住流泪。

“靓丽的花儿总是浸透奋斗的汗
水，我更想看到自己精心培育的‘花儿’
在举世瞩目之际美丽绽放！”提及将要
召开的十四运，刘富满怀期望。

本报记者 王何军

职位：项目经理

刘富姓名：

门轩是西安“三中心”建设指挥部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说起这个工程他如
数家珍。

“目前，西安市正持续完善场馆
水、电、气、暖、通信及周边道路、桥
梁、隧道、绿化等各类配套工程，各项
工作进展顺利、成效良好。521 项任
务，累计完成 108 项（其中提前完成任
务 12项），完成率 20.7%。预计年底前
能完成 510项任务，占总任务 97.8%，力
争 2021年 4月前完成所有项目建设。”
他说。

门轩介绍道，奥体片区配套建设高
效有序。电力保障方面，新筑变供体育
馆、丝路变供游泳跳水馆、体育场已满
足“一场两馆”试运行需要；丝路变供体
育馆备用补充线路已敷设完成，正在办
理供电手续，计划于近期正式供电。道
路、桥梁、隧道配套方面，为场馆配套的

“三纵五横”8条道路按工程计划全力推
进；向东路下穿灞河隧道、杏渭路跨绕
城高速连接锦堤六路桥梁等工程进展
顺利。给水配套方面，已经完成一路自
来水正式供水，满足场馆试运行需要。
天然气配套方面，秦华天然气公司已完
成向奥体中心能源中心天然气管道敷
设工作，并通气点火，比原计划提前了
半年，使奥体中心具备热力及相关餐饮
供给条件。通讯配套方面，目前各相关
通讯单位正在抓紧进行西安奥体中心
4G、5G网络建设施工工作，其中通讯外
线已接入奥体中心内，游泳跳水馆室内
移动、联通信号已开通。

与此同时，地铁 14 号线工程日前
实现全线“洞通”，全线 8 座车站已全
部封顶，正在全面开展轨道安装及装
修工程。

“片区市级 PPP 配套建设推进有
力，北辰大道快速化工程、建材北路工
程、广安路快速化改造工程、东三环快
速化改造工程等均按建设时间有序推
进。”门轩说。 本报记者 鲜康

职位：建设指挥部
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门轩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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