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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吉宁、丁静

一月的北京寒风凛冽，气温早就跌到了零下。
北京南站熙熙攘攘，充满了返乡的人们。在站台
上，韩军甲穿着笔挺的制服，肃立迎接一趟“复兴
号”列车的到达。数分钟后，他将接手这趟高铁列
车，搭载着一车乘客向家的方向驶去。

韩军甲今年 46 岁，身材魁梧面色黝黑，大家
都亲切地叫他“老韩”。老韩是北京铁路局北京机
务段一名普通的“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司机，也是
北京铁路局绝无仅有的全履历火车司机。

从 1992 年进入铁路部门参加工作，20 多年
时间，从蒸汽机到内燃机、从电力机车到高速动
车、从“和谐号”到“复兴号”，他陆续开过 29 种机
车类型，获得 8 本机车驾驶证。

29 种机车类型，8 本机车驾驶证，像一根线
将韩军甲的 27 年时光串在一起，奏响了人与列车
的“时代交响曲”，展现着中国铁路发展的澎湃进
程。

“干了这么些年司机，我也攒出 3 个愿望，现
在看有没有机会都实现了。”韩军甲对记者说。

啥时候能握上闸把子？

啥时候能握上闸把子？
这是老韩的第一个愿望。
握上闸把子，是成为火车司机的标志。
1992 年，从部队退伍的韩军甲拎着一个饭盒

和一个铺盖卷，来到张家口机务段报到，成为一名
蒸汽机车的学员。

“蒸汽机车是三人组，司炉、副司机、司机，我
最开始就是一个学员，跟着学跟着干，最大愿望就
是能握上闸把子，成为一名真正的火车司机。”韩
军甲说。

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铁路已经悄然开始了变
革，京九铁路等一大批铁路项目陆续上马，“中华
之星”等国产动车组也进入到研发阶段，然而吞云
吐雾的蒸汽机车依然驰骋在各条干线铁路上。

“当时一个班要烧好几吨的煤，为了让机车能
持续运行，纯靠体力一锹一锹不停地往炉膛中添
煤，司机室到处都是煤灰，我们下班的时候除了牙
是白的，其他地方都是黑的，整个人都累得动不
了。”韩军甲回忆，蒸汽机车的司机室更像是一个
锅炉房，夏天热得发蒙，冬天则是寒冷无比，不仅
四处透风，司机得从窗户探出头去瞭望信号路况，
就这样蒸汽机车也只能跑到五六十公里的时速。

工作的时候都要带三套衣服，接班清炉的时
候穿的衣服从头到脚就全湿透了，换一身，在中途
再换班的时候所穿的这身衣服又湿透了，再换一
身，这就是当初的工作环境。

踩着蒸汽机车时代尾巴的老韩没等几年，就

实现了第一个愿望，开上了火车，而且是已经升
级换代的内燃机车。

1996 年，韩军甲所在单位的蒸汽机车陆续
开始退役，中国铁路线上机车吞云吐雾的景象
渐渐销声匿迹。之后，老韩调到了丰台机务段，
经过考核顺利成为内燃机车司机。

“当时就感觉内燃车特别亮，我们每个伙计
都特别爱惜这个车，擦车都是用毛巾擦，当时到
处找人要毛巾。”韩军甲说。

韩军甲的内燃车司机的瘾还没过够，电力
机车出现了。老韩驾驶电力机车后，工作、生活
的环境进一步改善。

“以前想吃口热乎饭特别难，到了电力机车
直接配了微波炉、空调、冰箱，时速也能跑到
150、160 公里，真是风驰电掣。”老韩说。

正在说话的当口，红白相间的“复兴号”动
车组列车已经稳稳停靠在站台，在阳光的照射
下熠熠生辉，老韩与此趟列车的司机互相敬礼，
共同进入驾驶室，履行列车的交接工作。

我想开中国最快的火车

“开过最长时间的一趟车？”
面对记者的提问，老韩皱了皱眉头说：“十

几年前，有一次我驾驶过重载货运列车从北京
去衡水，200 多公里跑了 47 个小时，那滋味太

难受，和现在真的没法比啦！”
2008 年，干了十几年司机的韩军甲转岗到

了机关技术科室，过上了朝九晚五的生活，本想
就这么踏踏实实过日子，谁知一则通知再次掀
起了他心中的涟漪。

2008 年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中国高铁
从这里始发，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向祖国的
各个角落延伸，铁路司机等高铁专业工作人员
也就越发紧缺。

“2009 年，上级单位在全系统招收高铁司
机，我一听就很激动，以前只能在电视和报纸上
看到国外的高速列车，羡慕得不行，现在中国也
有了，我想开中国最快的火车。”韩军甲说，这是
老韩的第二个愿望，他瞒着家里，偷偷报了名。

经过了激烈的竞争选拔，老韩成为高铁司
机的后备人选，直到即将去参加司机培训的前
夕才和家里摊了牌。

“媳妇知道我又去考司机，当场就炸了！”老
韩说起当年考高铁司机时的情景感慨道。老韩
的爱人是一名列车的乘务人员，俩人自打婚后
就聚少离多，有时 40 多天都见不了面。

“她死活不同意，跟我闹了好久，一家子都是
铁路人，好不容易能过上准点的生活了，我又要
跑出去，这下子连年都没法一起过了。”韩军甲
说，最后是家里的老人不断做工作，才松了口。

“我姥爷和父亲就干了一辈子铁路司机，很

辛苦，没想到丈夫离开了又回到了司机岗位。”韩
军甲的爱人刘洪宇说，两代老人希望老韩开到中
国最快的火车，全力支持他。

“老韩去培训前，他岳父病重下不了床，老人
家还是把老韩轰去培训，就是为了圆梦！”老韩的
同事、铁路司机徐贺谦说。

老韩做到了，在培训中他通过了 13项考试，
以综合课第一名的成绩结业，顺利开上了中国最
快的列车，从石太客专到京沪高铁，从“和谐号”到
“复兴号”，老韩将一批又一批的乘客安全送达目
的地，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司机徒弟。

“开中国最快的高铁是什么感觉？”记者问。
老韩想了想，拿出了手机点开微信给记者

看，老韩的微信名叫“贴地飞行”。
“就是这种感觉！”老韩严肃地说。

我要在这条路上把梦做到最巅峰

春节就要到了，铁路运输又繁忙起来，老韩
又一次不能在家过年。在“复兴号”列车的驾驶室
内，老韩认真地检查操控设备，做好发车前的准
备工作。

“我开过解放型蒸汽机车、东风 4 型内燃机
车、韶山型电力机车、和谐号电力机车、和谐号动
车组、复兴号动车组……车是越来越好、速度越
来越快。”老韩感慨道。

“我觉得这车就像巨龙，在京沪高铁的线路上
飞驰，又觉得像一只凤凰，向全世界的展示着我
们祖国的辉煌成就。我开车的时候特别自豪。”老
韩说。

说起老韩，同事们也都指向了他唯一的爱
好。“我们老韩只喜欢聊机车，不爱打牌打麻将，他
对工作是纯纯粹粹的爱。”徐贺谦说。

“老韩责任心强，技术业务扎实，是我们车间
公认的‘拼命三郎’，他对火车司机这份职业的热
爱和敬业精神最让我们佩服了。”北京机务段动车
组运用车间主任宋亚军说。

“说起来，我还有第三个愿望，就是能在京张高
铁上驾驶智能高铁，我想看看智能高铁是啥样子。”
驾驶室内，老韩坐得笔直，等待发车信号。

张家口是老韩梦开始的地方，是他 20 余年
职业生涯的起点和人生主旋律的开场，而京张高
铁给了老韩一个机会，将人生主旋律奏唱到高
潮。“我要在这条路上把梦做到最巅峰。”

在京冀大地上，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
路网组成部分和北京冬奥会重要配套设施的京
张高铁正在紧张施工，它宛如一条银带镶嵌在青
山绿水之间，将北京与河北紧紧连在一起。时速
可达 350 公里的高铁自动驾驶技术将在这条线
路上大显身手，老韩的第三个愿望也许很快就会
实现……

从蒸汽机到内燃机、从电力机车到高速动车、从“和谐号”到“复兴号”

全履历火车司机老韩的 3 个愿望

▲韩军甲在列车出发前确认前方。(2019 年 1 月 11 日摄) 新华社发（任超摄）

本报记者李雨泽摄影报道

“全体准备！”
“打！”
“嚯嚯！”
1 月的南京，室外气温接近冰点。在南京客运

段的操场里，20 岁的双胞胎兄弟章敖、章睿，像往
常一样正在和同事们一起进行格斗训练，为的是
保卫旅客安全。“别看我们哥俩今年刚 20 岁，今年
可是我们第 4 次保障春运了。”哥哥章敖说。

作为安全员，责任就是保护全列动车的安全。
每次出车前，兄弟俩都要先检查消防器材、灯光、
座椅、电路等是否正常，然后开始巡视车厢，协助
车长查验车票，处理应急事件。

4 年的时间，从第一次登上沪宁线的紧张，到
现在面对各种情况的熟练，兄弟俩早已成为“老
兵”。这几年他们处理过大大小小数不过来的突发
事件。

“记得有一次遇到一个大概三年级的小女孩，
她自己一个人第一次坐车，连座位都找不到。”弟
弟章睿回忆道，“别人怎么和她说话她都很抗拒，
可能是妈妈说不能和陌生人讲话的原因吧，我就
蹲下来耐心地和她聊天，将她送到座位上，一路上
我都很留意她。到了上海站，我给她爸爸打电话，
亲手把她送到她爸爸面前。临走前，小姑娘叫住
我，给了我一块糖，我觉得那是我吃过最甜的一块
糖了。”

兄弟俩喜欢唱歌，每次休假在家，都会唱上几
首。对于兄弟俩来说，唱歌不仅仅是爱好这么简
单，也是兄弟俩每年春运的保留节目，在除夕当
天，兄弟俩会将精心准备的节目唱给旅客，让旅客
枯燥的旅程增加一些乐趣。

除了唱歌，兄弟俩还会在家里健身，练习格斗
技巧。“只有把自己练壮，才可以更好地保护别
人。”哥哥章敖说。

自从兄弟俩当上安全员，就没有过一个轻松
年，越是节假日他们越忙。“我和他爸理解他们，有
这样的儿子我们很骄傲，因为他们是列车上的安
全卫士，虽然舍弃了陪伴家人，但是，他们守护着
一车人的安全，守护着更多家人能回家过个好
年。”双胞胎兄弟的妈妈说。“今天孩子回来了，不
管几月几号，炒几个小菜做点好吃的，咱家就过年
了。”

95 后双胞胎列车安全员：春运路上的“老兵”

本报记者吴剑锋、吴淑斌、
颜之宏

年关将至，厦门火车站
人潮日渐拥挤，目送旅客回
家的郭晶晶却越发踌躇。

“今年回不去，不知道
怎么向家里交代。”拿起手
机，郭晶晶有些犹豫。作为
福州客运段厦门动车队的
一名列车长，每年临近春
节，相似的难题总会出现。
1993 年出生的她，即将迎
来第 7个“不回家”的春节。

于她而言，“回家”既是
不得不面对的话题，却也
是不得不开的一张空头支
票。“一开始，家里会埋怨。
我就跟他们说，今年找领
导和同事换个班，请个假，
争取回家一趟。”郭晶晶
说，这套托词几乎年年说，
但从未付诸行动。久而久
之，家里对这个“承诺”也心
知肚明，不再轻易过问。

“每年春运，想家的大
有人在，但每个岗位都缺
一不可。”对她来说，眼下
最重要的，是收拾心情，用
微笑服务好每一个踏上归
途的旅客。在铁路工作 7
年，当了 5 年半的列车长，
这段经历让郭晶晶有着超
乎年龄的洒脱。

这与她刚工作时的状
态截然不同，郭晶晶笑着
说，那时的她不理解这份
工作，常常觉得受委屈，简
单的核验车票工作，旅客
一句不耐烦的牢骚或者一
个不愿配合的动作，都会让这个东北姑娘抱怨
好一阵子。

对于大多数列车员来说，唯一可以消解委
屈的，是来自工作的成就感。工作 7 年来，尽管
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路人，从事着繁复琐碎的
工作，她还是极力关注每一个可能生病甚至只
是睡过站的旅客。在她看来，能够在旅客遇到困
难时及时出现，是对自己工作最好的肯定，而这
份肯定可以扫除一天的疲惫。

今年春节，她甚至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在
列车上。她坦言，作为一个外地人，除夕夜如果
不上车，可能自己一个人煮个泡面就算过年了。
但在列车上，就会看到赶着新年钟声回去的旅
客，以及一路拉着她唠家常的老人，“感觉也算
过了一个热闹的年”。但热闹过后，失落往往也
会随之而来，有一年除夕，一个阿姨看她们只是
吃工作简餐，临下车时给她们分了点年货，还一
边安慰，“好好在车上过个年，也挺好的”。郭晶
晶说，这种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让她不由得想到
等她回家过年的父母。

尽管想念，这些故事她从来没有告诉家人。
每到除夕将至，她就会提前跟父母撒谎，最近比
较忙，不方便接电话和聊视频。“不然他们老惦
记着你吃了什么，是不是一个人过。”郭晶晶说，
为了不让家人难过，索性等过了春节再联系。谈
到这里，一向微笑示人的郭晶晶有些动情，她至
今还记得几年前一次视频通话，爷爷奶奶在镜
头前等她回家，“眼泪吧嗒吧嗒地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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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
图 1：1 月 22 日，双胞胎兄弟在操场上

训练，备战春运。图 2：1 月 22 日，兄弟俩准
备服装和道具，为旅客“送福”。图 3：1 月 22
日，列车安全员章睿使用对讲机播报安全提
示。图 4：1 月 22 日，列车安全员章敖在列车
上帮助旅客放稳行李。



  

新华社记者邵鲁文

“从济南回泰安的家，有时恰巧乘坐自己检
修的高铁，心里十分亲切。”说这话的时候，
1992 年出生的济南东动车所 ATP 分析工区工
长王维娜一脸灿烂的微笑。在这个动车所里，有
一群像她一样的 90 后娘子军，为守护高铁安全
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汗水。

“大家都知道飞机上有黑匣子，其实高铁上
也有‘黑匣子’，铁路专业术语叫高铁车载 ATP
系统，它由监控设备、地面设备、车载设备等组
成，既是监控系统，能将高铁的运行状态实时记
录下来，并传送给监控者，又是行车控制系统，
能根据前方轨道信息，指挥车辆安全运行。”王
维娜告诉记者。

济南东动车所 ATP 分析工区的分析员一
共 7 人，清一色都是“女汉子”，而且都是 90 后
的女大学毕业生。年纪最大的就是工长王维娜，
而年纪最小的分析员，才刚过完 22 岁生日。

济南电务段济南高铁车载设备车间书记董
梅告诉记者，分析员主要工作是对“黑匣子”里
的数据进行监控、分析、维护。白天，她们要对高
铁进行实时监控；晚上，要对“回家”的车辆进行
全面体检，以确保高铁以良好的状态迎接第二
天的安全运行。她们堪称名副其实的高铁“黑匣
子”女诊疗师。

记者在 ATP 分析工区看到，通过 ATP系
统，远在千里之外的高铁位置、速度、运行状态等
信息一览无余，始终处于密切监控之下。白天，王
维娜她们要对 20多辆高铁进行监看、分析，只要
数值超限、数据报警，她们就要进行分析处置。

而当夜幕降临，运行了一天的高铁像候鸟
一样，陆续返回动车检测所进行修整。从晚上
10 点到凌晨 4 点，是这批姑娘们最忙碌的时
候。她们要走进高铁驾驶室、走进车厢、钻入车
底，给每辆车的设备做“体检”。

董梅说，下雪的时候，车辆的底部、两侧会
堆满厚厚的积雪，负责接收、发送信息的车载设
备应答器也会被冰雪封住，被“封上嘴”的应答
器无法做到“呼唤应答”，高铁就会变得像盲人
一样，看不到前方的轨道信息，无法正常运行。
这时，姑娘们会钻到车下地沟里，用热水、专用
的铲子、刷子一点点清理冰雪，确保应答器始终
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成为高铁‘黑匣子’诊疗师，是对眼力、脑力
和体力的多重考验，我们自豪的是，正是因我们
的保驾护航，使得乘坐高铁回家过年的乘客有
了一份坚实的保障。”王维娜说。新华社济南电

90 后女诊疗师

守护高铁“黑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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