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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牛”司机
共和国重载列车司机“第一人”，一次“拉”了三万吨，传奇至今无人超越

他是中国第一个开行3万

吨列车的重载司机，列车编组
总重3.15万吨，全长3971米

他25年跑了2200余趟，相
当于绕地球跑了60多圈，是中
国铁路重载司机拉得最多的人

他驾驶长2.5公里的2万吨
列车，驾驶台上盛满水的杯子
滴水不溢

他总结的“3万吨列车操纵
法”等，填补了世界重载列车操纵
技术标准空白，成为第一个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重载司机

景生启在调车信号机前执行手
指确认。（赵智超）

中等偏高的个儿头，黑黝黝的脸膛，黑黝黝
的双手……只要是衣服遮不住的皮肤，都是黑黝
黝的。常年的风吹日晒，让胡建峰看上去就像滦
河源的水文塔，雷打不动，忠诚地守卫在河边。

一个人的水文站

今年 40 岁的胡建峰是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水
文勘测站站长。说是站长，其实整个站里就他一个
在编人员。忙不过来时，就临时聘几个当地农民。

虽然站里人少，却分管着滦河流域正蓝旗和
多伦县两个地区河流的水文监测——这还是
2016 年调整后的辖区，之前他曾分管 5 个旗县五
个站的水文监测。

多伦县水文勘测站地处滦河上游，辖区内有
滦河干支流 47 条，均需进行水文监测。特别是雨
雪天气，更要及时观测。

2012 年 7 月中旬的一天傍晚，乌云笼罩四
野，滦河上游地区下了一场 50 毫米的大雨，河流
水位迅速上涨，随时可能出现汛情。

汛情就是命令。第二天没等天亮，胡建峰就出
发了，以最快速度赶到滦河源之一的黑风河。他发
现水位上涨了不少，急忙穿上水叉，扛起测深杆就
往河里走。笨重的橡胶水叉又闷又沉，捂得全身汗
水直流。胡建峰感觉汗水都能从水叉里倒出来，但

他全然不顾，双手扶住测深杆，一动不动地站了近
20 分钟，直到测完水位，才挪了一下脚。

这还不算完，傍晚时分，胡建峰对黑风河又进
行了第二次测量。这时，蚊子成了“霸主”。在胡建
峰测水位的十几分钟内，蚊子在他水叉以上的背
部和手臂上叮满了包。

为测量准确的数字，胡建峰双手扶着测深杆
丝毫不敢移动。蚊子靠近时，只能摇头驱赶蚊子，
驱不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蚊子吸自己的血……

胡建峰对此早已习惯，他说：“我们水文人就是
河流上的哨兵，风吹雨打、蚊虫叮咬是工作常态。”

打着石膏上冰河

2016 年 3 月，多伦县的冰雪还很厚，冷风刺
骨，这是水文工作者最艰难的季节。

一天，上级部门来采集水样，胡建峰作为多伦
县水文勘测站站长身先士卒，需下水采取水样。

还是黑风河。一大早，胡建峰穿上水叉就往河
边走。由于地面积雪有一米多厚，笨重的水叉加上
又穿着棉裤，让他寸步难行，只能利用双手在雪地
里慢慢爬行。

好不容易连滚带爬到了河流冰水面上，正要
取水样时，右脚不小心踩进了冰水坑里，胡建峰整
个人滑倒在冰面上，不能动弹。他全力站起来，感

觉右脚趾火辣辣的。
可他没在意，在一个断面取完水样后，又一

瘸一拐地到另一个断面取水样。直到这时，他才
感到脚趾的疼痛再也无法忍受，右脚肿胀得走
不动路了。同事急忙把他送到县医院。医生检查
完告诉他，右脚的 4 根脚趾已骨折，其中一根脚
趾是粉碎性骨折。

当晚，医生给胡建峰打了石膏，并嘱咐他要
注意休息，不要走动。可医生的话还言犹在耳，
骨折后的第三天，胡建峰就又开始工作了。

原来，由于春天开河季节不等人，胡建峰在
病床上根本坐不住。于是，他找来朋友把自己抬
上车，将骨折的右脚放在车前台上，在朋友的帮
助下继续坚持测量。

“当时感觉很痛苦。但没有办法，谁让咱是
最熟悉滦河源河流的人呢！”胡建峰说。

他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经骨折后这么
一折腾，他右脚的伤情更重了，发热、胀痛，连着
心一起疼，令他整晚都无法入睡。第二天，他不
得不又到医院换了一次石膏。

站着出去趴着回来

在从事水文工作的人当中，流传着这样一
个说法：春拔骨头秋拔肉。就是说春天下水，水

拔得骨头疼；秋天下水，水拔得肉疼。
对此，胡建峰有深刻的体验。
2016 年 10 月 25 日，正蓝旗“天鹅遭捕杀”

事件惊动全国。7 名犯罪嫌疑人在天鹅栖息的
湖泊投毒，导致 259 只天鹅死亡。

嫌疑人在湖泊中投毒，定会造成水资源污
染，为尽快测出水质污染程度，28 日下午 2 点得
到通知的胡建峰，迅速从多伦县赶往事发现场。

10 月底，北方湖泊早已结冰，胡建峰换上水
叉后进入湖泊取水样，不小心水叉被湖冰割破，
寒冷的冰水一下子灌进了水叉。刹那间，胡建峰
感觉身上的肉疼痛不已，牙齿打颤，浑身发抖。

但车上没有多余的水叉，他只能穿着灌满
冰水的水叉在湖水里工作。时间一分一秒地过
去，胡建峰咬着牙坚持取出水样，并送到了 350
公里以外的赤峰市检测中心。

由于在冰水里工作时间太长，胡建峰的痔
疮病复发了。第二天回来时，痔疮疼痛难忍，连
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趴在后座上。回到多
伦县后，他就直接去医院做了手术。

“这就是我们水文人的工作，不论遇到怎样
的困难，我们都要坚守在岗位上，完成工作。”胡
建峰说。

如今，胡建峰已在水文站工作了近 10 年，
成了滦河源最忠诚的水文哨兵。

柴灿让

如果说“中国重载第一路”大秦铁路是中国重
载铁路发展的“绝唱”；那么，他就是为这首“绝唱”
而生的先行者。这是他创造的业绩——

驾驶重载列车给国民经济的发展输送能源
“血液”，25年跑了2200余趟，相当于绕地球跑了
60多圈，成为中国铁路重载司机拉得最多的人；

2014年，他成为中国第一个开行3万吨列车
的重载司机，见证了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重载
铁路技术的重大突破；

他驾驶长2.5公里的2万吨列车，驾驶台上盛
满水的杯子滴水不溢；

他首创“生启治坡法”，填补了我国重载列车
操纵技术空白；总结出的“2万吨列车精准操纵
法”“3万吨列车操纵法”，填补了世界重载列车操
纵技术标准的空白，成为全路第一个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的重载司机……

他就是湖东电力机务段2万吨列车主控司
机景生启。47岁的他话不多，却见心见肝。他常
常觉得，这一辈子就是为在大秦铁路驾驶重载
列车而生的。

景

怀揣中国铁路重载运输的前景

2014初春，塞北大同，燕山吐绿，春潮涌动。
这年4月2日，一个被称为“万米站场”的煤运
站——袁树林站，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中国重载
最先进的检测装备和全国铁路重载的领军人物
们聚集于这个小站。大家神情庄重，将惊异的目
光投向了站台边上一列满载煤炭的列车——它
编组315节车辆，总重达3.15万吨，全长3971米！

这是一列由4台机车“串联”编组的超级重载列
车，启运的是中国铁路人的一个梦想；它的安全运行
维系着中国铁路能否跨入世界重载铁路运输行列。

6时31分，作为主控司机的景生启，胸有成竹
鸣响汽笛，用他自己首创的“4台机车同步牵引操
纵法”提起启动手柄。顷刻间，4台机车“齐步走”，3
万吨重载列车在朝霞与灯光的映照中，宛如一条
“巨龙”，于空旷天地间，向着红日升起的东方、沿
着古长城的断壁残亘，穿燕山，过桑干河，朝着东
海之滨秦皇岛呼呼驶去，划破了塞北清晨的静谧。
车窗外，两侧散落在山间的一座座小站流动起来。

驾驶室的景生启，自信从容，眉宇间透着镇定。
他操控干净利落，“手比呼唤”遒劲有力，把近4公里
长的重载列车开得犹如高铁动车组列车一样平稳。

18时56分，当中国首趟3万吨重载试验列车顺
利到达终点站——柳村南站时，所有人沸腾了。这
是中国铁路的骄傲，是铁路重载发展的一个历史
性时刻，也是景生启至今难以忘怀的日子。

大秦铁路1988年正式开通。30多年来，为加快国
民经济发展，大秦铁路涌现出了无数为之拼搏、奉
献的人。其中，日夜奋战的重载司机们功不可没。

深秋的一天，我踏上了寻访景生启的重载之
路。汽车在塞北浩瀚的疆域疾驰，直达景生启的老
家阳高县。在车上，我与景生启聊了起来。我让他
谈谈创造重载列车操纵法的经历，他却平静地看
着窗外的风景。

一会儿，他才答非所问地接话：“我爸是一名
木匠，他对我影响很大。”我微微一怔，他也不理
会，继续叙述着他与父亲的故事。

景生启小时候，常与父亲一起雕刻木头，做一
些拉线、拿工具、收拾场地等学徒工类的活计。父
亲每次雕刻时，从构图、划线、走刀、打磨等每一道
工序，都非常小心，生怕损了木头。

打小，景生启就对木雕的一些道理，比如，“差
之毫厘，失之千里”的用刀理念；“千刀万凿雕出
来，一处不慎付东流”的精细打磨，耳濡目染了。这
些道理几乎与景生启驾驶列车追求的“精准、精
确、精细”如出一辙。

汽车很快进入阳高境内。透过车窗，当地“中
国杏都”的风光，尽收眼底。那一排排杏树，姿态高
昂，口吐馥郁，像古时心存高洁的将士。

说话间，已到景生启的老家。
这是一个叫景家庙的村子。村子紧邻京包线，

也是景生启童年接触最多的铁路元素，尤其是村
边的铁路道口，横在了景生启上学的必经之路上。
那个时候，火车一来，道口外的小景生启总是希望
与火车司机“对话”。那个时候，想成为火车司机的
种子，悄然埋在了他幼小的心灵里。

景生启的老家是一排具有塞北特色的木制结
构的房子，院子很大，古朴而气派；院中间码的玉
米棒子，横看成线，纵看成排，很容易让人想到他
父亲的“木匠功夫”。

进屋，落座，说明来意，便与景父聊了起来。他
说儿子自小不爱说话，爱学习，成绩总是班里的前
三名。1989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铁
路电气化学校。长这么大了，从不在外惹是生非，
一门心思干工作。

他还说，景生启试验3万吨期间，好长时间没
回家。母亲念儿心切，便到大同探看。本想住两天
返回，没想到，她一住就是半个月。原来，她在等
着看儿子开3万吨的现场新闻。那天，他母亲抱着
孙女，看着电视上3万吨重载列车的壮阔画面，不

停地抹泪，嘴里反复念叨：“看，你爸！你爸！”
1993年，大秦线全线开通，增运任务繁重，许

多重载运输瓶颈问题亟需解决。所需的，正是像景
生启这样有理想的一大批年轻人。

在北京铁路电气化学校即将毕业的景生启，毫
不犹豫选择了大秦，来到了湖东电力机务段。翻开
景生启当年的毕业留念册，有这样几行字：大秦是
我的家乡，那里有我的道口，有我的童年记忆，有中
国最先进的机车，有中国最繁忙的运煤干线……

景生启往驾驶室一站，师傅朱建伟看他白白
净净、文声文气、细声和语的，心里不由打了个咯
噔，“这小子能行吗？”朱师傅指着机车操纵台上的
级位指示表问他，“这是什么？”他半天答不上来。

朱师傅嘱咐他，开火车是个细活儿，连着家、
连着国，可不敢有一点马虎。车上有上万个配件，
一开始就要打好基础，要牢牢地记住它的作用和
联系！师傅的话，景生启铭记于心。

从此，景生启迈开了大秦成才的第一步。他从
机车构造原理、行车操纵标准开始，一步一步学，
一点一点积累。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坚持学习2小
时。这一习惯，陪伴着景生启不断融入了大秦火热
的工作，与大秦一起成长。

2003年，大秦线试验开行组合万吨列车，景生
启被选拔为首批组合万吨司机；2006年，他又以优
异成绩考上2万吨组合列车主控司机。

从学员、副司机、司机，再到2万吨、3万吨列
车主控司机，一路走来，景生启钻研业务的劲头
始终没有放松。大秦线20个站场设备、52座隧道
坐标、19个长大起伏坡道他都烂熟于心；《技规》

《行规》等规章的任何一条规定，他能随口背出，
被工友称为大秦线上的“活规章”“景地图”。

多年来，每当冰雪灾害、迎峰度夏、煤炭供应
紧张、电煤告急之时，景生启与许许多多大秦人一
样，总是冲在保运输、保供应的最前线。每逢这样
的时期，景生启时常睡不着。他躺在床上，恍惚间，
他几乎看到了天安门城楼上的灯光，看到了射向
蓝天的飞船，看到了发电厂炉膛里的火焰，看到灾
区人民的笑脸。

这种心理恍惚，不在大秦，你是不会相信的；
也无法体会一名重载司机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的。景生启说：“在大秦，尤其是在关键时期，只想开
好车、多开几趟车，心里才舒坦，才好过……”

生

升级牵引重载列车的操控模式

653 公里的大秦线，有隧道 52 座，全线坡度

大，变坡点多，连续长大下坡道达 98 公里。重载
列车全列处于不同线路纵断面上时，各车钩的状
态也不相同，有的伸展，有的压缩，纵向冲动极
大，极易发生从控机车车钩缓冲失效，渡板变形，
从控机车受挤压悬空等状况。

多台机车牵引和制动能否实现同步，是每
一名重载司机面临的考验和挑战，尤其是每一
次大秦重载牵引模式的升级变化，都会带来机
车牵引运用的空白。每一次，景生启都是以科学
的态度超前分析，探究解决办法。

2014年3月的大同，寒气袭人。太原局冲刺3
万吨重载列车的试验工作进入了冲刺阶段。从
2.3万吨，2.9万吨，再到3万吨的静、动态试验，景
生启一直以车为家。他白天搜集数据，晚上，对
着各类数据，一米一米计算调整制动地点，一秒
一秒修正制动时间。修改，试验；再修改，再
试验。

因连续作战，他的喉咙上火发炎，满嘴口
疮，咽不下饭。他没有告任何人。吃药的时候，他
担心同事看见，悄悄面对寒风下咽。他整个人都
投入到了研究重载列车的操控方法中。为了优
化操纵方案，他把大秦铁路线上16个关键区段、
31个分相的操纵细化到每一把闸、精确到每一
米。过后，景生启这样解释：“时间太紧了，实在
是等不得。”

2.5公里长的列车，有时同时要穿越三四
个桥梁隧道，甚至摆动出S弯，车尾的坡还没
下完，车头就又爬坡，平稳操纵难度极大。景
生启结合不同车型、不同车底、不同煤种、不
同机型的制动力、不同气候等种种诱因，打破
固有思维，从力学角度探究出了大秦线化稍
营-涿鹿、延庆-茶坞间12‰的关键长大下坡
道的解决办法。

他完全超越了一名重载司机研究的“极
限”。他说，大秦铁路的创新因子无处不在，时刻
传递着一种神圣使命，鞭策着自己创造一流。

在大秦，他与多部门科研团队一道，先
后开展了100多次实验。他创造性应用数学
系统分析法，计算出了每辆100吨的重车在
1 0‰下坡道上的惯性下滑力全列车为 2 0 4
吨，得出了每台和谐型机车的允许限值制动
力为40吨的结论。提出了消除3万吨牵引重
载的核心所在。这一数据为铁科院进行静态
试验，提供了重要依据。

经过实践，他拟定出了“三段给、退流法”
“列车头部上坡给再生、头部下坡退牵引”试验
办法，提出了“分步操纵法”，总结出了“3万吨
列车操纵法”。湖东电力机务段运用车间的李

海龙说：“试验3万吨大列，景生启抓住了操作
要害，这也是他脚踏实地、迎难而上、钻研思考
的结果。”

当列车运行到42公里处时，突然出现3号、4
号机车自动过分相误动作跳闸。当时，列车正高
速运行在类似“鱼背型”的起伏坡道上。由于3万
吨列车惯性，操纵或处理如果不当，轻则造成列
车前后冲动，重则发生列车分离或断钩。

面对异常情况，景生启“嗖”地拿起无线电
台，当即告诉3、4号机车司机怎么处置。20秒处理
完毕，同时果断采取空气制动措施防止了列车速
度失控。整个过程“快、准、稳”，像狼抓小羊，与他
平常的和善文静形成了巨大反差。

当列车驶进大秦的咽喉茶坞站时，机车黑
匣子标定的时间与预定时间分秒不差。添乘试
验的重载专家们无不叫好。他的搭档司机陈振
宇这样介绍，“他太了解机车了。他对运行中的
列车处于什么样的坡道，每个车辆的车钩处于
什么状态都心中有数。”

在采访景生启时，我有幸看到了他的那
一摞3万吨操纵示意图方案。方案上画满了
各种颜色的编码和数据，给人一种袖珍大秦
的神韵、生气和震撼。在示意图一角，写有一
些景生启的感言。其中写道：“这仗打得真
苦、也打得真难。但这样的交换，我自甘愿，
因为苦中有甜……”

燕山脚下荡笛声。不善表达的景生启跟他拉
的煤一样，总是以独特的表达方式默默地流淌着
光与热，抒发着对重载运输安全的思考。

启

开启学者型重载司机新时代

随着近几年铁路运输增量的提升，重载司
机紧张问题成了景生启常常思考的问题。为此，
他将手机号码向全段乘务员公开。同时，依托随
车添乘来帮教服务重载安全、重载司机，踏踏实
实维护着敬畏于事业的形象。

提起景生启，同事陈卯忠感激不已。他说，
有一次，他正驾驶的和谐2机车制动机出现故
障，BCU显示代码8393，折腾了很长时间也没
排除。当时是半夜，给生启打电话后，按照他电
话教的方法，两分钟就找出了故障点，并隔离了
故障部分。

3个月带出一个徒弟，是他给自己定的目
标。“因大秦重载司机的特殊性，仅靠书本提高
操纵技能远远不够，必须结合实际问题现场实
践，尤其是操纵方法的理解、遇到问题的应急处
理等等。”他告诫徒弟：“会开车只是技术，开好
车才是艺术。”实践中，本该是徒弟值乘运行，他
却坚持同徒弟共同在司机室值乘，手把手教在
哪里进级，在哪里退级，牵引力给多少。

湖东电力机务段大秦二队车队长，最关心
的就是景生启的值乘信息，只要他退勤回来，就
请他讲课。景生启从无怨言，义务上课保持在了
每周2堂以上。有的时候，他还将课堂直接搬到
整备和检修库的现场进行比照。

看着徒弟们成为2.1万吨重载司机的主力
军，景生启觉得很充实。可一想到徒弟们一趟
车下来，浑身像稀泥一样软成一滩，最大的奢
望是睡个整宿觉时，他又觉得不是滋味了。为
了让同事们多休息一会儿，他给自己规定，在
迎峰度夏、抢运煤炭、集中检修等关键时期，每
月3次以上走“紧点”。退勤后，景生启常常在公
寓休息几个小时后，便又强忍着疲惫的身体，
主动签“零”点后的点。

好几次，他被领导强行休息，因为他们也心
疼景生启这样的好司机。

无法想象没车跑的日子景生启该怎么过。前
不久，他作为劳模代表去全局各地巡回作报告。
那几天，每天晚上他躺在宾馆松软的床上，就是
睡不好。他说，在公寓睡惯了，有点跑车，心头就
安稳，没点跑车了，心头空落落的，即使眯一会
儿，又梦见自己“签点”跑车了。

“日日思君不见君，您在大秦打头阵……”
这是他妻子编的打油诗。生启看到时，有时是动
力，有时是一种亏欠。2018年，为了实现大秦线
的货运增量，景生启一个月要跑11到12趟车，在
家的时间一个月加起来不足4天。他说：“每次回
家，当老远能看见家时，心里就开始慌得不得了
啦，巴不得一纵身就跳到家里。进小区、上楼梯，
几乎是一路小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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