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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基层·走进高温下的工程一线

杭州宝冶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洪表示，现阶段，施工单位正
在全力推进综合馆、新闻安保中心以
及山体边坡支护工程建设。

具体来说，综合馆工程已完成桩
基、土方及70%垫层作业，正有序推进
地下室结构施工；新闻安保中心工程
已完成桩基、土方、基础及第一、二层
钢结构吊装，正进行第三、四层结构吊
装；山体边坡施工面积2万平方米，锚

索成孔已完成 15%，格构梁施工正在
推进中。

“体育场馆建设对整体线性、精
度的要求较高，而且作为亚运会专项
体育比赛建筑，该项目定位起点很
高。为确保施工质量的精确性，同时
考虑到大跨度、高支模的多曲面组合
模板支撑体系存在的难点，施工单位
对多曲屋面测量放样、模板安装等制
定了一整套科学、严谨、高效的测量

和施工方法，确保完成建设任务。”项
目总工程师田恒星介绍，目前，上海
宝冶集团有限公司正在开展“创精
品、树形象、抓进度，大干 60 天”劳动
竞赛活动，“我们将精心策划，认真组
织施工，努力完成杭州亚组委要求的

‘2019 年完成建筑安装工程量 40%’
的目标。”

据悉，项目计划于 2021 年 3 月完
工，并交付使用。

8月8日下午3点多，亚运射击射箭馆建设现场

“汗太多了，擦不完就随他去吧”
目前正在全力建设综合馆、新闻安保中心等，今年计划完成40%的建筑安装工程量

实习生 虞方亮记者 李宇雯 通讯员陆镇峰

8月8日下午3点，亚运射击射箭馆（现代五项馆）周围一片安

静。马路边，人烟稀少，倒是装着土方的装卸车打破了短暂的宁静。

走出车外，炙热的阳光让暴露在外的皮肤有种灼烧的感觉。当天，富

阳最高气温为35℃。

场馆建设项目经理廖永亮热情地迎了出来，擦了一把额头上的

汗，戴着红色安全帽，招呼着记者走进工地。这里不同于外围，而是

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之景。

2022年杭州亚运会在富阳共有四
个场馆，除富阳区体育馆为改建提升
外，其余三个均为新建。其中，亚运射
击射箭馆将举办射击、射箭、现代五项
三大类竞赛项目。

亚运射击射箭馆位于富阳区银湖
街道九龙大道与龙溪北路交叉口西北
侧，规划用地约 413 亩。建筑物包括

“一馆四场一中心”，具体为综合馆、新
闻安保中心、飞碟辅助用房、现代五项
辅 助 用 房 及 马 厩 ，总 建 筑 面 积
82360.35平方米，同时新建飞碟场、马
术场、射箭等比赛场地，还包括一个公
共停车场。

亚运射击射箭馆从设计之初，便
定位为能充分体现杭州地域特征和绿

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充分体现2022年
杭州亚运会“绿色、智能、节俭、文明”
办会主旨的体育场馆。

设计结合具有富阳特征的山水
意向，以简洁的形态、高效的使用功
能、紧凑的空间布局为出发点，整个
项目中射击综合体的体量最大，在整
个建筑群中处于支配地位，建筑形式
方正简洁、功能空间组合高效、建筑
材料环保并尽量减少造价，充分考虑
到了赛后场地重新开发利用的可行
性。室外场地的布置充分考虑了对
山体自然环境的保护，尽可能减少山
体的开挖。

2018年6月，项目动工。今年3月
15日，项目正式开始桩基施工。

【项目概况】

亚运射击射箭馆项目总包单位为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单位为
富阳开发区集团公司及杭州宝冶城市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作为一名“老宝冶人”，今年，廖永
亮被任命为项目经理，负责亚运射击
射箭馆建设一线的协调管理等工作。
这意味着，他必须坚守在项目工地上，
做好现场指挥调度和后勤管理保障等
工作。

“这几天虽然持续高温，但工程进
度丝毫没有延缓，目前工地上的施工
单位正在马不停蹄地工作。”廖永亮边
走边介绍情况，还不停地通过手机回
答各个区块施工人员的问题。

说话间，已来到综合馆建设现场，
只见这里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塔吊、
挖土机等机器发出隆隆声响，100多位
身穿荧光色背心的工人分散在几千平
方米的基坑里，有的在绑扎钢筋、安装
模板、预埋管线，有的在定位放线、焊
接止水钢板。工人们脖子上的毛巾早
已湿透，汗水浸湿了他们的后背，大矿
泉水瓶安静地陪伴在侧。水，已经成
为这些工人抵抗酷暑的“良药”。

综合馆旁边，是新闻安保中心。
只见“中心”已经吊装至三层，钢结构

支撑起整个建筑，建筑框架粗具雏
形。施工人员拿着扳手，顶着烈日，站
在钢架上，有条不紊地作业。一颗颗
豆大的汗珠从他们额头前滴了下来，
可是谁也顾不上擦。“汗太多了，擦不
完就随他去吧。”看见记者拿着相机对
准了他们，其中一位施工人员笑着说。

“高温天施工，最重要的是施工人
员的安全。”作为业主单位——富阳开
发区集团公司的项目负责人，陆镇峰
每天都要跑好几次现场。他说，为了
防止工人们中暑不适，工地实行“早开
工、晚收工”制度，工作时间调整为早
上 5 点到 10 点，下午 3 点到 8 点。另
外，工地上还专门设立了凉茶亭，方便
工人休息、补充水分。“我们还有巡视
安全员，一旦发现有工人身体不适，会
立刻采取应急措施，切实保障工人的
人身安全。”

再往前，便是飞碟场、马术场了。
这里的进度稍微慢一些，十几辆装卸
车停在挖机旁，等待“货物”的到来。
记者看到，尽管天干物燥，但现场并非
预想的“尘土飞扬”，无论是堆在地上
的土方，还是装在车上的，都用绿色的
网布遮盖着。

下午3点50分，艳阳依旧高照，记

者已经热得快受不了了，然而，回头望
去，220多位施工人员依旧头也不抬地
忙碌着。“习惯了就好。”廖永亮说。望
着火热的建设场地，他充满期待的眼
神里透着自豪。

【现场直击】

220多位施工人员头也不抬地忙碌着

正在建设综合馆、新闻安保中心等

【建设进展】

叶昊阳说，北支江水上运动中心
项目自今年1月18日开工以来，桩基
施工已基本完成，两个场馆建设已完
成总投资的15%左右。水上运动中心

桩基完成1049根，完成总量的95%；土
方已开挖约9.5万立方米，完成总量的
90%；地下室垫层混凝土完成总量的
40.5%。“现处于年度项目攻坚期，作业

人数逐渐增加，根据计划年底要完成
主体结构结顶，即两个场馆全部结顶，
所以趁现在日照时间长需要加紧施
工。”叶昊阳说。

8月7日下午4点多，北支江水上运动中心项目建设现场

“太阳下，钢筋温度可能超60℃”
两个场馆已完成总投资的15%，力争年底全部结顶

记者 骆晓飞实习生 蒋雨卉

2022年杭州亚运会离我们越来越近，目前杭州已全面启动亚运

会场馆建设。8月7日，记者来到北支江水上运动中心建设工地，发

现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荒草地，如今桩基雏形显现，建设场面热火

朝天。

北支江水上运动中心项目作为
2022年杭州亚运会赛艇、皮划艇等水
上项目比赛场馆，与北支江综合整治
工程相结合，选址于富阳东洲街道北
支江河段（南岸）。主要包括七大项
目：北支江上下游水闸，上下游船闸，
过江通道工程，堵坝拆除及清淤工程，
景观工程，北支江水上运动中心项目，
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工程总投资约
40.5 亿元，将于 2021 年 3 月全面建
成。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富春江的防
洪能力，保障杭州城市安全，解决北支
江下游断流淤积问题，并为2022年杭
州举行亚运会水上运动项目比赛提供

优良的场地。
北支江水上运动中心项目总投资

63700 万元，规划用地面积 128064 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 62318 平方米。其
中，水上运动中心建设占地121亩，为
覆土建筑，分为地下一层、地上六层，
主要用于办公、库房、运动员休息，建
设内容包含艇库、室内训练馆、运动员
休息室、赛事管理、场馆管理、贵宾接
待、媒体中心、地下车库、观众服务及
相关配套设施；激流回旋场馆占地71
亩，为覆土建筑，主要分为赛事管理、
场馆管理、观众服务、新闻媒体、安全
保卫等区块。

【项目概况】

8月7日下午3点多，记者来到北
支江水上运动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只
见一大片平整的土地一眼望不到边，
许多大型塔吊正在作业。“为满足亚运
会比赛要求，赛艇皮划艇和激流回旋
两个场馆设计建设力求高标准，同时
考虑赛后综合利用（可作为酒店使
用）功能，以充分发挥场馆的公共性和
城市性。”在一张水上运动中心效果图
前，总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叶昊阳介
绍，两个场馆是连在一起的，有着统一
的风格和特色。

下午 4 点多，艳阳依旧高照。工
地上，这边两位木工头上扎着毛巾，
用榔头钉铁钉；那边的钢筋堆旁，几
位工人正在小憩。“酷暑天里，木工
相对还好，这些制作钢筋的工人会
更热一些。”叶昊阳说，钢筋在太阳
长时间的直射下，温度有可能超过
60℃，“一瓶水放上去很快就热了”。
有些工作机器是代替不了的，还得
人来做，比如凿桩头，可以说是最辛
苦的一项工作。叶昊阳解释说，机
器浇筑好的桩基，露出地面的部分，
需要人工来凿掉水泥。工地上总共
有一千多根桩，而一个工人一天最

多只能完成一两根小的桩头，劳动
强度十分大。记者看到，烈日下两
名工人正在凿桩头，在机器的轰鸣
声中，工人紧握电钻顶进桩头，顿时
粉石飞溅……

炎热的夏天，如何既保证施工进
度和质量，又确保工人们生产生活
安全有序呢？叶昊阳说，除了工作
时间调整外（向一早一晚延长，上午
5 点 到 10 点 ，下 午 最 早 2 点 到 晚 7
点），还按工种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例如混凝土浇筑等受温度影响大的
项目，都安排在早上或晚上气温较
低的时间段施工，有些工种则实行
白班和夜班交替轮班作业。

生活方面，按照标准化工地要求，
已建好可供 500 人住宿的宿舍（板
房），每间房都装有空调。吃饭有专门
的食堂，并配有小卖部。

为了降温，工地安装了喷淋设
施，同时用洒水车来降温除尘。工地
还增设茶水亭，供应大麦茶，并配备
了相关防暑药品。此外，东洲街道、
区总工会等也前来慰问，为工人们送
清凉。

【现场直击】

多项措施确保施工进度和质量

两个场馆已完成总投资的15%

【建设进展】

凿桩头

施工人员在安装钢结构柱子，并
固定上下柱之间的连接板螺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