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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下午，习近平考察了北京新
机场建设。北京新机场位于北京市南
部，规划远期年客流吞吐量 1亿人次、
飞机起降量88万架次，已于2014年开
工建设，2019年将建成并投入运营。

习近平首先考察了新机场安置房
建设情况。在工程项目部，他察看整
体征地搬迁规划，了解安置房小区规
划、建设进度、建筑标准。在安置房
内，他察看户型和配套设施，详细询
问工程质量和回迁群众入住流程。得
知安置房普遍采用绿色环保新材料，
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新机场建设
涉及 10多个村的群众搬迁安置，这是

一项重要民生工程，要在标准和质量
上把好关。要贯彻公开、公正、公平
的原则，保障被安置群众利益，使搬
迁安置的每个环节都让群众放心。

之后，习近平来到新机场主航站
楼建设工地考察。在工程指挥部，他
观看视频短片，察看新机场模型，结
合展板了解新机场功能定位和建设规
划，听取机场综合交通体系和京津冀

交通一体化情况汇报，并来到航站楼
工地平台察看建设现场。承建单位负
责人介绍，主航站楼在屋盖钢结构网
架拼装等方面采用很多新技术，显著
提高了精准度，施工做到了零差错、
零事故。习近平表示肯定，鼓励他们
再接再厉。他强调，新机场是首都的
重大标志性工程，是国家发展一个新
的动力源，必须全力打造精品工程、

样板工程、平安工程、廉洁工程。每个项
目、每个工程都要实行最严格的施工
管理，确保高标准、高质量。要努力
集成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

看到总书记来了，现场工程建设
人员纷纷过来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
同他们亲切握手，感谢他们的辛勤劳
动。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
的。新机场建设的每一个参与者都在

参与历史、见证历史，大家要树立责
任意识、奉献意识，在建设中增长才
干、展示风貌。

——摘自《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工作时强
调 立足提高治理能力抓好城市规划建设
着眼精彩非凡卓越筹办好北京冬奥会》（新华
社北京2017年2月2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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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13 日 9 时 30 分，一架南方航空公司空客
A320飞机平稳降落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西一跑道上。这
是大兴国际机场飞行程序试飞的序幕，此后，机场的工
作重心由基础建设转向了准备投运通航，意味着距离正
式通航又进了一步。

2017 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新机场建设时，
给出了高度评价——“新机场是首都的重大标志性工
程，是国家发展一个新的动力源”。

这座被英国 《卫报》 评为“新世界七大奇迹”榜首
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即将于 6 月 30 日竣工，9 月 30 日通
航。如今，人们惊叹于它的高科技、高智能，但新机场
的建成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历史积累的必然。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回首北京机场建设往事，
从荒草摇曳的旷野到航班频繁起降的停机坪，跑道上的
每一刻都在记录不凡，见证着新中国 70年机场建设的沧
桑巨变。

从顺义到大兴
打造世界级新机场

“果然名不虚传，真希望通航当天就能来飞一次！”
北京理工大学大四学生杨川站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里，
被眼前的“凤凰展翅”深深震撼了。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位于永定河北岸，占地 4.1 万亩，
相当于 63个天安门广场的大小。在这座建筑面前，每一

个人都变得无比渺小，而了解机场智能化和人性化的建
设后，每一个人在这里又变得无比重要。

作为浓缩先进科技成果的集大成者，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正带来一个又一个震惊全球的新科技，刷新着全世
界对中国的看法。

首次实行交叉跑道运营，采用“三纵一横”的全向
构型，高效疏导大兴机场的出港航班，同时有效地减轻
大兴机场离港飞行与首都机场进港飞行流之间潜在的冲
突；首次使用激光气象雷达和相控阵气象雷达，有效加
强对风切变的监测和预警，提高空间分辨率和空间定位
精度，大大提高对雷雨等恶劣天气的预警能力；首次实
现开航即具备仪表着陆 （也称盲降） 三类B运行标准，即
在飞机降落的过程中，能见度不低于 50米的情况下，就

可以着陆，居世界先进水平。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做出了这么多在全国乃至世界上

的首次创新，不仅要让旅客有安全感，也要让旅客在民航
高质量发展中增强获得感，力求达到高标准的服务质量。

6月2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举办国企
开放日活动，近 50 位首都市民走进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北京建院副总建筑师王晓群带领大家参观并回答了大家
关心的交通问题，“航站楼在国内首次有高铁从地下穿
行，首次采用双层出发双层到达的设计。”机场周围有 4
条高速环绕，地下有高铁、地铁、城际铁路共 6 条轨道
线，从下车处到登机口走路最多8分钟就能登机。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之所以被称为“凤凰展
翅”，是因为它由中央放射的五条指廊既像手指也像翅膀
向外延展。正是这五条指廊的设计，方便了旅客的出
行。“采用中心放射的方式可以更好地缩短旅客的步行距
离。中心点到最远端是600米，实际过安检后走到最远的
近机位大概也就 400米，走起来非常快。”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管理中心副总经理朱文欣说道。

据了解，目前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了19个平台68
个系统，以实现对机场全区域、全业务领域的覆盖和支撑。

“旅客可通过手机APP实时掌握行李状态，实现旅客
行李全流程跟踪管理。”民航局机场司副司长张锐说，大
兴国际机场全面采用了RFID行李追踪技术，行李从被托
运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被系统的目光“锁定”，旅客随
时随地都可以知道它的位置。从此，取行李时，旅客无
需焦虑，也不用怕错过行李而不停地盯着传送带。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这座智慧机场，将会为旅客提供私人定制
般的个性化服务，将服务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件行李。

从西郊机场到T1
刷新机场建设高度

未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将和首都国际机场形成双
枢纽运行格局。2018 年，首都国际机场全年旅客吞吐量
首次突破1亿人次，随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入使用，北
京首都机场的吞吐量将被分流，快速释放首都机场超容
运行压力。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诞生有着必然性，而北京首都
机场发展至今带来的空前影响力，最早还要从 1950年说
起。1950 年，民航开辟固定航线时使用的是北京西郊机
场，由于该机场属军民共用并且靠山太近，所以当时的
军委民航局决定另行选址修建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
都地位相称的大型民用机场。

6 月 18 日，烈日当空，笔者一行三人为一探往事究
竟，踏上首都机场辅路。道路两旁都是高耸挺拔的树
木，郁郁葱葱，绿叶交相辉映，遮天蔽日，使这条路形
成了天然的林荫大道。沿着首都机场辅路一路向前，仿
佛穿过一条时空隧道，走到道路尽头，赫然看到一座老
式建筑，如同将我们带回到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

这座最早的首都机场航站楼（以下称“老航站楼”）如
今挂着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客舱服务部的牌子。三三两两的
美丽空姐拎着行李箱，往来穿梭，他们正要奔赴五洲四
海，为广大旅客提供优质服务。这里就曾经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航站楼和大型民用运

输机场，其规模和现代化程度，在当时的远东地区居于
前列。

“1958 年 3 月，这座有着 10000 平方米航站楼和一条
跑道的现代机场呈现在世人面前，它承载见证着国家重
大历史时刻和改革开放的脚步，从此国门有了使命和担
当！”中国民用机场协会秘书长李小梅在接受采访时说，
老航站楼可容纳 42架航空器和一座塔台的飞行区，自建
成之日起就成为中国进行重大国事和外交活动的主要场
所之一。

1972 年 2 月 21 日，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等到首都机场
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
标志着中美关系一个新的开始。首都机场见证了这次历史
性的“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普通百姓对这座新建成的机场也充满了好奇，“当时
北京当地的市民觉得新鲜，都坐着359路公交车过来看看
机场长什么样。”原民用航空总局宣传部副部长刘明田
说。他回忆起，自己第一次乘飞机就是从老航站楼出
发，当时乘坐飞机要开县团级以上单位介绍信，航站楼
没有廊桥，登机要到停机坪去排队。如今看来，老航站
楼的这些基础设施条件尽管有些简陋，但在当时，仍让
人们感到耳目一新。

1978 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经济高
速增长，百姓的航空出行需求日益增长，老航站楼也逐
渐难承负荷。

于是，1980年首都机场T1航站楼投入使用，李小梅
翻出T1航站楼的建设照片给笔者看：“T1建筑面积5.1万
平方米，设有东西两个卫星厅，当年被评为北京市 20世
纪80年代十大建筑之一。”如今我们觉得再普通不过的一
幅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当时曾在全国掀
起轩然大波，画家袁运生在表现傣族人的泼水节故事
时，大胆地画入了三个沐浴的女人体。

“这有什么好争议的，艺术表现很正常。我看可
以。”1979年10月的一天，邓小平到首都机场参观，看了
这幅壁画后说道。泼水节壁画在这里成为改革开放的文
化符号，表现出改革开放带来的宽松环境和观念变化。

建成后，T1高峰小时旅客吞吐量1500人次，并采用
卫星式活动登机廊桥供旅客上下飞机。刘明田说：“T1内
部配备了自动门、自动扶梯、行李处理系统等设备，代
表着当时中国民航业的顶级水平。”国内最先进的设备出
现让人们眼前一亮，就如同现在的人们看到大兴国际机
场的新科技，也能感觉到国家越来越强盛。

从T2到T3
见证机场发展奇迹

随着大型飞机增多，运输业务日趋繁忙，各项设施
亟须改善，首都机场完成了数次扩建。1999年T2拔地而
起，2008年T3横空出世，首都机场成为国内第一个拥有
3 座航站楼、3 条跑道和双塔台同时运行的大型航空枢
纽，104家航空公司的超过1700个航班将北京与世界上65
个国家的282座城市紧密相连。

6月 25日，笔者乘坐地铁机场线来到 T3航站楼，这
里的旅客来来往往，络绎不绝，大厅的飞行动态显示牌
上列满了密密麻麻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各大航空公司的

航班信息。登上塔台，鸟瞰北京东北方顺义区的这片航
空热土，只见4座航站楼或隔空相望，或比邻相依，仿佛
在诉说历史的回响。如今，这里是人们选择航空出行的
主要航空港窗口之一。在T3航站楼，已有33家航空公司
进驻，不到50秒就有一个航班安全起降。

自1958年建成至1993年，首都机场用35年时间，实
现了年旅客吞吐量1000万人次的突破。从1993年至2000
年，用 7 年时间，年旅客吞吐量突破 2000 万人次。从 2000
年至2012年，用12年时间，实现了从2000万人次到8000
万人次的7次跨越，世界排名由第26位上升到第2位。从
2012 年至 2018 年，只用 6 年时间，首都机场就实现了年
旅客吞吐量1亿人次的突破。

“机场就是一个国家或城市的窗口和名片，提升服
务质量是民航一直以来的追求。”李小梅对笔者谈起自
己的体会，“‘中国服务’已经成为各服务行业追求的标
准和目标，其实 2008年首都机场在服务保障北京奥运会
时就率先提出‘倡行中国服务，打造国际枢纽’，从此，
提供最好的‘中国服务’，就成了中国第一国门的使命和
担当。”

李小梅回忆说，当时在首都机场驻场各单位全力践
行“首问负责制”，凡是在机场工作的人员，面对旅客的
咨询问题，不管是否属于自己的工作范畴，都不能说

“不知道”、“不归我管”，都要设法帮助旅客解决问题，
或者主动引导旅客找到可以解决问题的工作人员。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首都机场企业化管理，特别是
市场化，实行现代企业制度后，铁饭碗打破了，国有企
业的制度创新业务增强了，员工们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观
念发生了巨大变化。”李小梅说。

首都机场作为“中国第一国门”，在 1990年亚运会、
1997年香港回归、2008年北京奥运中，圆满完成保障任
务，创造了中国民航史上重大运输保障总架次、高峰日
架次、高峰小时架次等多项历史纪录，也创下了“零事
件、零事故、零投诉”的最高服务保障水准。

“国家强，民航强，机场强。反过来，交通基础设施
的进步又促进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刘明田说。对此，
李小梅也深有感触，北京机场的发展与国家的繁荣紧密
相连，北京机场在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的同时，自身发
展的轨迹也见证着国家的强盛和社会文明的进步。

仰天一望，有凤来仪。从 1950年中国民航最早使用
的北京西郊机场、1958 年竣工的北京首都机场老航站
楼、1980年应运而生的T1航站楼、1999年拔地而起的T2
航站楼、2008年横空出世的T3航站楼，到即将竣工通航
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北京机场建设故事记录沧桑。未
来的机场人，将围绕“如何管理运营好北京新机场”、

“北京两个机场如何协调”、“京津冀三地机场如何更好地
形成世界级机场群”三个重大关切，开启建设新时代世
界一流大型国际枢纽机场新征程，续写惊艳全球的中国
机场故事。

图①：20世纪70年代，在“老航站楼”，民航乘务员
帮助特殊旅客登机。

图②：1980年1月，T1航站楼正式启用。
图③：1999年11月，T2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
图④：2008年2月，T3航站楼正式投入运营。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国家强国家强，，民航民航强强，，机场强机场强””
——走进北京大走进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兴国际机场

严 冰 刘山山 雷杰如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即将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即将于66月月3030日竣工日竣工，，99月月3030日通航日通航。。站在站在
这个时间节点上这个时间节点上，，回望回望 19501950 年中国民航最早使用的北京西郊机年中国民航最早使用的北京西郊机
场场、、19581958年竣工的北京首都机场老航站楼年竣工的北京首都机场老航站楼、、19801980年应运而生的年应运而生的TT11
航站楼航站楼、、19991999年拔地而起的年拔地而起的TT22航站楼航站楼、、20082008年横空出世的年横空出世的TT33航站航站
楼楼，，我们深感一座航站楼就是一段历史我们深感一座航站楼就是一段历史，，北京机场故事折射出北京机场故事折射出 7070
年沧桑巨变年沧桑巨变、、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6 月 18 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整体开荒保洁工作全
面开始，图为保洁员在航站楼4层集结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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