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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是分量最重的称呼”
“发动机医生”鹿新弟：一位大国工匠的匠心与初心

本报记者于力、高爽

鹿新弟在车间工作了33年，听力有所下降，
但只需在车间缓步走过，就能从机器轰鸣声中准
确找出故障原因。

53岁的鹿新弟有很多身份，他是一汽解放大
连柴油机有限公司的一名高级技师，也是全国人大
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但在他心中，分量最重的
称呼是——中国工人。

从青涩学徒到大国工匠

1987年，20岁的鹿新弟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
被分配到公司产品工程部试验室工作。“我是钳工
专业毕业，对发动机知之甚少。入了新行当，什么
都要重新学，那时心情很郁闷。”

即便如此，鹿新弟还是决定从基础学起。“带
我入行的师父宋成金平时话很少，但特别严格。工
作时我一溜号，他就把手中的工具扔到地上，一点
情面都不留。”每每听到工具扔到地上的声音，鹿

新弟的脸总是红一阵白一阵。后来，他渐渐理解了
师父的良苦用心。“发动机是精密仪器，一分一毫
都不能马虎。”

磨合一段时间后，常常师父一伸手，鹿新弟就
知道要递什么工具。“我们配合得就像手术室里的
主刀医生和护士。”

和师父的合作，一直持续到 24 年前宋成金
退休。“师父严谨的工作态度，为我打下了很好的
基础。”

多年前，公司引进了世界一流的道依茨柴油
机，鹿新弟也被调入新组建的生产车间。面对全新
的设备和复杂的技术，他一头扎进资料堆，光笔记
就写了几十万字。

“在很多人看来，机器是‘死’的，还总发出刺
耳的噪音。但我却认为，它们是有灵性的，所谓的

‘噪音’对我而言是最美妙的音乐。”在其后的3年
时间里，鹿新弟每天忍受着柴油机发出的100多
分贝噪声，完成上千次试验，整理出上万组试验
数据，最终率先在内燃机行业建立了《道依茨柴
油机试验方法》。

这项方法，使道依茨柴油机调试时间从52分钟
缩短到25分钟，也使我国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柴
油机调试技术。

“发动机的发展日新月异，只有不断采取新技
术、解决排放问题，才能跟上时代脚步。”倔强的鹿新
弟决心要把“冷板凳”坐热。

30多年来，鹿新弟获得了中华技能大奖、4块
国家发明展览会金牌、6次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0
个国家专利……荣誉的背后，是夜以继日的科研
坚守。

从双手插兜到主动握手：外商服了

倔，是很多人接触鹿新弟后的感受。
2013年前后，公司接到一家厂址在河北廊

坊的外资企业投诉，对方以机器冒白烟为由要
求退回24台车。公司先后派出3批服务人员上门
检修，均无功而返。

接受任务的鹿新弟赶往现场，见到外商负
责人后主动上前握手，对方却双手插兜，对他的
友好毫无反应。

“他瞪着我，我瞪着他，我的倔劲一下就上
来了，20多秒后他才伸出手。”鹿新弟仔细检查
对方的工作流程后，摘下眼镜，擦了擦流出来的
泪水。“我掉眼泪是因为排出的气体刺激到我的
眼睛了，我判断是油品有问题。”鹿新弟说。

但是，对方还是一口咬定是车辆质量问题，
“是不是质量有问题，把油换了做个试验就知道
了，如果那时我的方案没效果，再退货也不迟。”
说完，鹿新弟转身走出现场，出门买了50元钱柴
油回来。

1辆、2辆、3辆……换了油的汽车全部正常
运行。

临走时，外商负责人主动上前与鹿新弟握
手——从瞪着眼手插兜到微笑握手，鹿新弟用50
元钱的柴油为公司挽回了240余万元的损失，既证
明了产品质量，也赢得了外商的尊重。

在外敢跟客户“叫板”，在公司里老鹿脾气
“倔”也是众人皆知。

“公司第一批电控车发动机出厂测试时，我
发现发动机下排气大，不符合出厂标准。”面对
当天必须交货的压力，鹿新弟坚持跟领导说：不
合格的产品决不能从我的眼皮底下溜出去。眼
见双方僵持不下，鹿新弟提议再检验一台机器，
发动机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最终，公司领导被
他说服，第二天请来专家团队鉴定，结果印证了
鹿新弟的判断——缸套扁了0.01毫米。

鹿新弟敢下判断，得益于工作30余年来总
结出的快速排除柴油机故障的五步维修法——
“看、听、摸、闻、问”。这也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

“发动机医生”。
“大夫是给人看病，我是给机器看病，人不

舒服能说出来，机器‘生病’了，只能用我的五官
感受。”

当了工人代表，就要代表工人

2018年，鹿新弟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我天天在基层，接触的都是最朴实的工人，
他们的所思所想就是我建议的来源。”鹿新
弟说。

2019年，鹿新弟带着《统筹规划、因地制宜
制定和调整“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建议》，走进
人民大会堂。而为了提出合理化建议，他曾深入
到汽车、钢铁、机床、造船等行业的企业做了扎
实调研。

“我们的专业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里被
取消了，现在发展通道被堵死了，我很着急”“评
先进需要荣誉基础，而所有评奖都需要技能等
级证明，导致我无法获得职业等级晋级”……像
这样的工人呼声，鹿新弟记录了厚厚一本。

“这关系到国家高层次技术工人的总体数
量和素质，相关政府部门采纳了我的建议，今
年我们企业就能自主评定了——职工成长有
通道了，这事我最高兴。”鹿新弟说。

如今，鹿新弟的工作室门口挂着三块牌子——
劳模创新工作室、技能大师工作室、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大连小组活动室。“我是来自基层的代表，在
这里方便大家随时找我唠唠。”

就在两年前，鹿新弟给自己制定了新目标。
“在2025年之前，我要完成25项工作任务：带领
工作室完成技术创新项目500项，带领工作室成
员拿到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项、完成专利50
项……”这份清单中，“回报社会，长期资助困难
学生”一项格外醒目。“做了人大代表后，我对自
身社会责任的认识更深刻了。我资助了5名学
生，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回馈社会。”

采访时，鹿新弟给记者看了他的微信昵
称——“匠心”。“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作为中
国工匠，一定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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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线“铁人”坚守“天路之巅”

新华社记者陈凯、王浡

青藏高原的黎明，寂静而寒冷。
朔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地表，海拔4500米的昆

仑山腹地楚玛尔河车站附近，几束晃动的亮光刺
破了生命禁区的黑暗，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
司格尔木工务段望昆线路车间的十几个养护工在
铁轨上敲敲打打，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气温使工
人棉帽上挂着出汗凝成的霜。

他，是养护工的一员——个头不高，在海拔
4500米的青藏高原被工友们尊称为“铁人”！在防
疫形势向好之际，他和工友坚守在昆仑之上守卫
天路，为青藏两省区全面复工复产保通钢铁动脉。

他，是一位善于钻研的铁路工人——5100多
个日日夜夜，从小技巧到大经验，积累了几十万字
的抗冻土笔记。高原冻土是世界性难题，他创造的
“看、测、析、敲、听、验”六标检修工作法，在青藏高
原冻土路段被广泛应用。

他就是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格尔木工
务段望昆线路车间副主任于本蕃，用脚步和忠诚
守护着雪域天路。

坚守，“钢铁天路”上的铮铮铁骨

如果说青藏铁路是中国铁路史上的奇迹，他
就是为钢铁天路延续传奇的铮铮铁骨——执着坚
韧，不惧风霜，默默坚守在荒无人烟的雪域高原。

“左边的弦绳位置不准，向后移动2根枕木。”
顶着刺骨的8级寒风，于本蕃张着乌黑发紫的嘴
唇，喘着粗气指挥养路作业，声音被风吹得细碎而
微弱，远处的工人只能凭借于本蕃的动作来领会。

望昆线路车间地处昆仑山脚下，与玉珠峰相
望，车间负责的116公里线路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
上，空气中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45%。“在这里

走路，相当于在内地背上一袋40斤的面粉走路。”
工人马忠义说，海拔高、氧气少、气温低、风沙大，
这样的环境让一些刚到这里的年轻人心生畏惧，
“别说待十几年，能待上两年我都觉得特别厉害”。

“2006年刚上山时，我们几个年轻人曾试着用
脸盆种蔬菜和绿植，但不管怎么努力，植物活不过
三天。”于本蕃回忆起刚来时的样子，“那时，条件
远没有现在好，简易工棚四面透风。如今天气一
冷，我的膝盖就疼，就是那时落下的。”他指了指膝
盖上厚厚的护膝说。

“老于工作拼命是出了名的，大家都叫他‘铁
人’！”老工友郭登岭说，于本蕃每天要徒步巡检近
10公里线路，巡检时间超过8小时。每走50米，他还
要单膝跪在钢轨上，俯下身子检查轨道平顺度。

工作看似平常，但在海拔4500米、零下二三十
摄氏度的环境里，边走边跪8小时可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于本蕃卷起裤腿，虽然工作时戴着护膝，但
记者看到他膝盖上还是有一层厚厚的老茧，“这就
是人肉护膝。”于本蕃笑着说。

提起于本蕃，刚来车间不久的曹智义充满敬
佩，“于主任跪下来一看，就能大概知道钢轨的问
题在哪儿。”

夏天防水患，冬天防冻害，春秋防火灾。不管
出现什么故障，在唐古拉线路车间养路工洛桑群
培的印象里，永远都会有于本蕃奋勇向前的背影。

有一年夏天，布强格站至唐古拉山站区段发
生路基塌陷，于本蕃和同事在现场排除故障数小
时。按照作业流程，此类事故还需养路工人驻守事
发地点，确保列车安全通过。“抢修作业让大家累
得胳膊都抬不起来，都想早点回去休息，于哥却主
动留下来守夜。”洛桑群培说，“一个人在铁路边搭
帐篷守夜，别人想想都难受，我们几次要换他，他
只有一句话‘我体力好，多干点是应该的。’”

从唐古拉到望昆，于本蕃在海拔4500米的高
原已经待了14年，当初一起上唐古拉的20多人中，
唯有他一人还坚守在“天路之巅”。

执着，他用十四载“冻土真经”彰

显责任与使命

如果说待在 4500 米的高原就是奉献，那与钢
轨朝夕相伴、与冻土日夜抗争，则是一种“心”的锤
炼，他在坚守中铸造出最动人的词语——“执着”。

海拔4500米，人的大脑会因缺氧变得异常沉
重，思维也会迟钝。“我刚上来时特别健忘，洗完脸
把牙刷忘了，刚和父母打完电话就忘了他们说
啥。”养路工陈启涛说。

但于本蕃却用记笔记的习惯来克服高原缺氧
带来的不便。走进于本蕃的卧室，桌边堆着几十本

记事本。他告诉记者，这些记事本可是他在高原
积累的“冻土真经”。

翻开这些笔记本，一个个案例被工整地记
录在册，原理方法则使用另一种颜色写在旁边，
有的地方甚至还画有简单示意图，“记得越详
细，以后处理问题就越准确。”于本蕃说。

“每天晚上开总结会，讨论工作遇到的各类
问题。把每次讨论的处理方法记下来，慢慢积累
下来，就这么多了。”十四年，5100多个日日夜
夜，从小技巧到大经验，于本蕃积累了几十万字
的抗“冻”笔记。

“高原冻土是世界性难题，对线路破坏特别
大，现在都没办法彻底解决。冻土线路的养护，
最耗时耗力。”车间技术员李奋武说，“于主任对
冻土可是专家，他的‘冻土真经’可管用了。”

“夏天冻土消融，要提防路基下陷，冬天冻
土结冰，要防范路基升高，每个季节的侧重点不
同，要准备的工具和设备也不一样。”于本蕃说，
常年和冻土打交道，已经让他对这位“老朋友”
的脾气心知肚明。

于本蕃将自己十几年的经验和思考融入日
常作业，并总结提炼出“看、测、析、敲、听、验”的
“六标”检修工作法。“老于的这套方法特管用，
尤其适用于我们唐古拉车间和他们望昆车间，
好几次故障都是用这套方法检测出来的！”唐古

拉线路车间主任李彪林说，这套方法已在冻土
较多的格拉段上广泛应用。

除了对冻土的总结思考，于本蕃和同事们
还取得不少研究成果。他们先后完成了高海拔
地区线路“小坑”整修、软轴捣固机捣固质量提
升等多项技术攻关，他们车间也成为青藏铁路
线上有名的“专家车间”。

“用我的‘冻土真经’为再战冻土出份力！”
于本蕃说，最大的愿望是用自己的经验帮助国
家克服冻土难题。

忠诚，铁人精神永远是飘扬在

雪山之巅的红旗

如果说雪域天路是青藏高原的彩虹，于本
蕃的忠诚就是绘织彩虹的底色，是雪山之巅高
高飘扬的精神旗帜，这份忠诚也凝结着他全家
人的奉献。

于本蕃结婚那年，他申请到唐古拉车间工
作。“记得那年春节，我刚好轮休在西宁，当时和
媳妇一起去人民公园看花灯，印象特别深。”于
本蕃嘴角露出了笑意。十多年来，于本蕃在家过
的春节屈指可数。

2010年，小家添新丁，但三口之家的日常家
务和照顾孩子只能由妻子承担。由于操劳过度，
妻子王兴芳也长年生病。“我挺对不起她，生着
病还要忙里忙外，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她遇到什
么难事也不跟我说，我总是回家后才知道。”提
到妻子，这个钢铁一样的汉子红了眼眶。家，可
能是他心里最想保护却又无能为力的地方。
今年由于突发疫情，原本在山上过年的于本

蕃有机会回到了西宁家中。“段上为了减少人员流
动，将轮岗延后。”于本蕃说，往年阖家团圆的日
子，自己总是家里缺席的那一个，妻子孩子早已
习以为常。“今年过年，难得的长时间团聚，儿子
还有点不适应。”于本蕃苦笑着，眼睛里充满歉疚。

各地复工复产的步伐不断加快。“2月底，我
刚上来时，线路上基本没有列车，作业天窗点也
都集中在中午一两点，每次几乎都有三个小时左
右的作业时间，工作比以前轻松许多。”于本蕃
说，随着青藏两省区的经济逐渐恢复，青藏线的
列车多了起来，“为保证白天行车，现在的天窗点
又恢复到早上或者凌晨，时间也缩短到90分钟以
内，工作强度也渐渐恢复到疫情发生以前。”

“列车越来越多，作业时间越来越紧，但心
情却越来越好。”于本蕃往手上喷了些消毒洗手
液，反复揉搓。

回到望昆，转眼一个月了。想家时，于本蕃
就到窗口向着家的方向远眺，拿着儿子送给他
的小玩偶轻轻摩挲。但望着眼前的青藏线，他的
眼神依然执着，“我们在这里，国家这条大动脉
就没有问题，‘血管’确保畅通！”

寒来暑往，望昆车间背后的昆仑山岿然屹
立，圣洁雄浑；风雪依旧，养路工人为之奉献的
青藏线蜿蜒绵长，满载希望。于本蕃坚毅的脸庞
上，早已爬满了岁月风霜。在这个生命与自然时
刻斗争的地方，“宁可生命透支，不让使命欠账”
就是这群“钢铁守护人”的使命信条。

新华社西宁 4 月 23 日电

▲ 1 月 11 日，在青藏铁路望昆站，于本蕃检查铁轨。新华社记者张龙摄

从唐古拉到望昆，于本蕃在海拔
4500 米的高原已经待了 14 年。当
初一起上唐古拉的 20 多人中，唯
有他一人还坚守在“天路之巅”。

高原冻土是世界性难题，他创
造的“看、测、析、敲、听、验”六标检
修工作法，在青藏高原冻土路段被
广泛应用。

他说：“我们在这里，国家这条
大动脉就没有问题，‘血管’确保畅
通！”

▲鹿新弟在柴油机试验间里听机器发出的声音。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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