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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欧 班 列 司 机 的“ 中 国 速 度 ”
从重庆到杜伊斯堡，全程 1
万多公里。阮文玉最远只开到过
距离重庆兴隆场站约 300 公里
的四川达州车站。他驾驶列车跑
过的这段路，仅相当于全程距离
的 3% ，却是中欧班列(渝新欧)从
重庆始发时的
“第一棒”
“我跑第一棒，一定要跑好，
如果晚点了，后面每一棒都要延
误。”——
— 他跑不到欧洲，却关系
着中欧班列运送的货物能不能准
时到达欧洲

本报记者周文冲
“开火车是不是很简单？没有方向盘，沿
着一条铁路一直向前开？”和朋友在一起时，
阮文玉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也有朋友和他开玩笑，你开火车时能不
能“刹一脚”停下来，让我搭个顺风车？这时，
阮文玉也会开玩笑顺着说，
可以啊，
你来吧。
他们当然都知道，火车不可能说停就停，
非工作人员也不能登入司机室。开火车时，火
车司机要执行严格的规章制度，那是一段紧
绷而又孤独的旅程，
不容出错。
注意力高度集中，眼睛注视前方，
手要连
续几个小时握在制动闸上；一年到头重复跑
同一条线路，前方是无边的铁轨和崇山峻岭，
而作为货运火车司机，一路上只有另一个司
机和一车货物为伴。
货物有煤炭、钢材、粮食，也有通过中欧
班列集装箱运送到德国杜伊斯堡的笔记本电
脑。火车司机阮文玉的目标，
就是按时安全把

速 90 公里时速的路
段，要将火车时速保
持在 85 公里左右，
开
慢了可能延误，而一
旦超速，就会触发监
控装置，
自动停车。
何时“踩刹车”也
是学问。货物重量不
同，制动距离也不同。
即使是开同一条线
路，也没有固定“踩刹
车”的点位，每次减速
刹车的时机都要自己
把握，
阮文玉说。
如果速度没控制
好，火车还可能“掉八
卦”。作为铁路人，在
阮文玉的字典里，
“八
出车前阮文玉进行最后的机能试验。 本报记者周文冲摄
卦”这个词和同龄人
常挂在嘴边的“娱乐
八卦”
含义截然不同。
电力机车牵引动
货物拉到目的地。
“开火车，要有一种责任
力来源于机车上方接触网的供电。由于铁路
感。”他说。而朋友们更关心：
“你把火车开到
长距离运输，
为防止供电过度损耗、电压不稳
欧洲去了吗？
”
等情况，不同变电所分区段为机车供电，
供电
年轻人
“爱八卦”
，
他却怕
“掉八卦” 交界处设置了一段无电区来解决相位差问
题，这段不到百米长的无电区，
被火车司机俗
称为“八卦”
，
也是一道考验操纵的关卡。
25 岁的阮文玉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进入无电区前，
火车司机要确保机车速度
有限公司重庆机务段一名电力机车副司机。
达标后断电，让列车依靠惯性溜行通过无电
工作两年来，他已经跑了近 800 趟车，行程
区。
如果对坡度、
坡长不了解，
溜行速度把握不
237000 多公里。
准，不能顺利溜行过无电区，
机车就会停在那
虽然跟车时间不短，但都是师傅操作，
他
里，
只能请求救援。
这就是
“掉八卦”
。
在旁辅助瞭望、确认信号。直到今年 7 月 20
阮文玉说，自己没掉过“八卦”。但有一
日，
他才第一次真正上手开火车。
次，他遇到大雨，而无电区前是一处上坡，火
就像在脑海中无数次模拟的一样，阮文
车断电后缓慢爬行的那几秒钟，他觉得特别
玉轻推手柄，火车开始缓缓移动。
“自己值乘
漫长，
直到安全溜过无电区，
才长舒一口气。
列车，从一个地方驶向另一个地方，
感觉太好
了。”阮文玉说，都说开火车简单，都不用拐
弯，
但其实讲究也不少。
没开到欧洲，
却
“牵动”
着欧洲
“我们西南山区铁路桥隧区段多，
控制运
2011 年 3 月，
从重庆直达杜伊斯堡的中
行速度是个难点，不能快也不能慢。”比如限

欧班列（渝新欧）正式开通运营，这是全国
“我们就像看着中欧班列成长。”从开
首条中欧班列线路。
通最初的每周几班，到现在的每周 60 多
有幸值乘中欧班列，让阮文玉倍感自
班，
“中欧班列班次越来越密，说明我们和
豪。他驾驶的中欧班列从兴隆场编组站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经贸合作也
程——
— 每周都有近 30 趟从重庆始发的中
越来越紧密了。
”
阮文玉一脸骄傲地说。
欧班列在此编组后，
驶向万里之外的欧洲。
十年来，中欧班列（渝新欧）累计开行超
有个小梦想，
开车回家乡
7000 列，
居全国首位。
“中欧班列是我们中
国人、
铁路人的门面。
”
阮文玉说。
中欧班列在成长，
阮文玉也在成长。年
尽管负责值乘中欧班列，但阮文玉并
仅 25 岁的阮文玉，身上已经冒出了几分
没有像朋友们期待的那样，驾驶班列走出
“老司机”的特征。开火车这几年，
他在不知
国门，一路开到中欧班列（渝新欧）终点站
不觉间练就了几种能力。
之一的德国杜伊斯堡。
最突出的，是“困了不睡着、不困随时
他告诉记者，运送中欧班列的货物就
能睡着”的能力。火车司机的作息不规律，
像接力跑，各局机车、人员相互“接力”，一
一般是上班 20 个小时，下班休息 20 个小
站接一站。当火车进入德国境内，
就要由德
时后再上班。遇上开夜班火车，
必须精力集
国铁路公司的司机来“接棒”
往前开了。
中，不能犯困；白天下班回到家，又得拉紧
从重庆到杜伊斯堡，
全程 1 万多公里， 窗帘，
抓紧入睡。
参与这场长途接力的火车司机们可能素未
今年的国庆假期，阮文玉七天都在上
谋面，甚至来自不同国家，
但运送同一车货
班，
一共担当了八次运输任务。每次出车在
物的使命将他们连在了一起。
外，女朋友是他最惦记的人。因为工作原
阮文玉最远开到过距离重庆兴隆场站
因，两人聚少离多，连着几天见不到面也是
约 300 公里的四川达州车站。他驾驶列车
常事。所以阮文玉每次退勤下火车，
不管多
跑过的这段路，仅相当于全程距离的 3% ， 晚，
都会给女友发一条信息报平安。
却是中欧班列（渝新欧）从重庆始发时的
在旁人看来单调重复又辛苦的工作
“第一棒”
，
回程时的“最后一棒”
。
中，也常常有惊喜。阮文玉说，当他在火车
在阮文玉心目中，这短短 3% 意义重
上看到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当火车通过桥
大。
“我跑第一棒，一定要跑好，如果晚点
梁，桥上的孩子向他挥手问好；当他想到自
了，后面每一棒都要延误。”——
— 他跑不到
己运送的粮食、钢材、煤炭等物资会最终走
欧洲，却关系着中欧班列运送的货物能不
进千家万户的生活，他就发自内心地觉得，
能准时到达欧洲。
自己的工作有意义、
有价值。
值乘中欧班列要比一般货运班列更用
阮文玉的老家在重庆黔江。在那里，渝
心。阮文玉说，
中欧班列集装箱里装载的往
湘高铁正在抓紧建设，预计将在 4 年后通
往是笔记本电脑等精密的电子产品，为了
车。重庆城区到黔江将由现在的 4 小时车
减少车辆晃动、防止意外碰撞造成货物损
程缩短至 40 分钟。
“到那时，我可以申请
坏，
“我们要按照开客运列车的标准驾驶中
参加客运列车司机的考试。如果考试合格，
欧班列，
起步、
刹车都要更加平稳。
”
我就有机会开着高铁路过自己的家乡了！
”
为了提升运输效率，更快地将货物运
比起能不能把火车开到欧洲，
阮文玉更
到，中欧班列的限速已提高到时速 120 公
在意能不能“让家乡父老坐一次自己开的火
里。
现在，
经由中欧班列，
货物 13 天即可从
车。
”在他心里，
不管走多远，
让他骄傲的永
重庆抵达杜伊斯堡，
比十年前快了 3 天。
远是他的国，
让他牵挂的始终是他的家。

花 季 缉 毒 女 警 愿“ 天 下 无 毒 ”
一辆拉砖的小货车拒检冲
卡，正在执勤的张迪眼睁睁看着
它一路撞飞了许多锥形桶，直直
向自己冲来
“那一瞬间好像有个放大镜，
我特别清晰地看到了司机凶神恶
煞的表情，但就是不知道迈开腿
跑！”
电光火石的一瞬间，终于反
应过来的张迪突然侧过身，货车
擦着她的左肩过去了！警车呼啸
而上，通过撞击才迫使对方停下，
经调查，该司机是因超载怕被查
处而冲卡。
“回看监控的时候，我
自己都出了一身冷汗……”
张迪对过境旅客进行询问。

本报记者王研
张迪是个笑起来很好看的小姑娘，和人
说话时带着一丝害羞。很难想象，
这个温柔白
净的女孩是一名缉毒警察。坚守在祖国西南
边陲，她正褪去青涩，成长为战斗在一线的缉
毒尖兵。
“咱也是立过功受过奖的人啦！
”作为
“ 00 后”，张迪很骄傲，自己已经拥有了两枚
闪闪发亮的军功章。

“部队竟能这样改变一个人！”
2000 年出生的张迪是云南省曲靖市宣
威市人，
在家排行老大。从小就是个“乖乖女”
的她学习成绩一直是中上，几乎没怎么让家
人操过心。报名当兵以前，
她对部队更多的是
好奇：亲戚家有个表哥从小就是调皮的“熊孩
子”，当了一年兵后，变得自律懂事了许多。
“我觉得很神奇，
部队竟能这样改变一个人！
”
高考结束后，恰巧遇上市里发布征兵信
息，张迪就在父母支持下报了名。
“先收到入
伍通知书，后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就这样
来到了部队。
”
刚分配到当时的公安边防部队时，张迪
曾一度羡慕被分到火箭军、海军等部队的其
他女兵，
“听起来多酷啊！
”而对于边防部队这

个概念，
她觉得有点陌生，
“曲靖不在边境上，
之前我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部队。
”
2017 年 9 月 17 日凌晨，张迪作为新训
大队新兵到达普洱市。一周后新兵陆续到齐，
“魔鬼”训练开始了：每天早上 5 点多起床，6
时 30 分早操，7 时 20 分吃早饭，8 时开始
训练至 11 时 30 分。最让张迪发怵的是下午
的跑操：操场 400 米，一开始两圈起不限时，
后来一圈圈往上加，
直到要限时跑五公里。发
怵归发怵，
瘦瘦小小的张迪还是坚持了下来。
对要强的张迪来说，吃苦受累是小事，
业
务不精拖后腿才是大事。一次因为生病不适，
她打擒敌拳时总是跟不上进度、记不住动作，
被单独指出多处错误：
“我们班长是擒敌排带
队教官，
我想到丢了她的脸，
心里难受极了。
”
自此，
张迪再也没有拖过后腿。经过了三
个月的历练，她明显感受到自己的变化：更独
立、更强大、更自信了。
“以前在家挺颓的，现
在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
训练结束，张迪被分到西双版纳边防支
队。2019 年，随着部队转制成为西双版纳边
境管理支队，
她的身份也从军人变成了警察。

第一次错过：毒品出现，她没发现
最初得知自己被分到西双版纳时，张迪

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供图

想起高中同学说过，那里风景好、水果多，心
中窃喜。又听说会被派到 2011 年建立的兴
海查缉点，小姑娘更兴奋了——
— 还在新兵连
就听班长说过毒品查缉的事，当时 17 岁的
她，对缉毒工作几乎一无所知，
只觉得像电影
一样，
“刺激！有意思！
”
刚到查缉点时，因为接受了几个月的训
练，
张迪被晒得很黑。查缉点的男兵有些不可
置信地问：
“你是女兵？怎么比我们还黑！
”
通过培训，张迪对毒品种类、危害、查缉
方法等方面知识的了解不断增进，尽管听组
长传授查缉技能仍然觉得抽象，但看到他们
出去设伏堵卡有所斩获时，
她也跃跃欲试。
一个月后，
张迪上岗了。因为缺乏社会阅
历，
“一开始我觉得谁都像坏人！每个人都很
可疑！”她仔细地检查每一辆车，生怕放过毒
品。但即便如此，截至 2018 年 4 月，张迪已
上岗 3 个月，
还是“一无所获”。
张迪盼着“天下无毒”，但没有毒品和查
不出毒品是两个概念。此时，
和她同去查缉点
的十多个新兵，有人第一周就查到了十多公
斤毒品并立功受奖，
其他人也陆续有所斩获。
张迪不禁开始“怀疑人生”：
“我特别焦虑，觉
得自己没学到查缉的精髓，要么就是查缉方
法有问题。
”
她反复向组长请教，
执勤时认真询问、仔

细查看，
但战绩依然为零。大家纷纷劝她别
心急，慢慢积累经验，
“该来的考验会来
的！
”
真来了！
这天，
张迪中午上岗。一辆从打洛镇到
景洪市的中巴车从远处驶来，她和组长一
前一后上车检查。询问到一名男子时，
张迪
发现他神情紧张、眼神躲闪，
连拿身份证的
手都在颤抖。可疑！张迪开始重点盘查。
“看他行李箱时，我还在疑惑，帆布箱
怎么会这么重呢？
”她用通条对着行李箱夹
层捅了几下，拿出来时，通条上沾着一些类
似蓝色塑料碎片的东西。
“我只知道毒品有
白色的、粉色的，蓝色的是什么？”张迪想，
应该是行李箱脏了吧！她把箱子盖上，
准备
让男子离开。
组长全程在后面观察张迪的一系列操
作，见她要把人放走，赶上前去拍了拍她的
肩膀：
“查到东西了。
”懵了的张迪眼看着组
长让人把男子控制住，再看着组长拿刀划
开夹层，又看着他从里面拿出用蓝色塑料
袋包裹的颗粒状冰毒。直到此时，
张迪才终
于反应过来：这就是毒品！
查获 3 公斤多毒品能立三等功，张迪
错过了人生中第一次立功的机会。她有点
郁闷，但更多的是反省，她终于明白了自己
为什么一直查不到毒品，也终于意识到，
确
实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第一次发现：
“感谢王俊凯！”
此后，张迪更努力了。每次战友查到
毒品，只要有时间，她都会跑去看看、问
问、摸摸，了解藏毒方式、毒品包装、毒品
种类等。
付出终有收获。距离“第一次错过”不
到一个月，张迪在对一辆快递车进行检查
时，注意到 4 个纸箱装的包裹。包裹都是
寄给湖北枣阳同一个收件人的，名叫王俊
凯。
“我想起了明星王俊凯，又发现寄的是
老年保健品，
觉得有点搞笑。
”
可转念一想，张迪警惕起来：什么保健
品需要寄到湖北？难道当地买不到？还寄这
么多？打开纸箱，她看见保健品原来是用泡
沫垫着的玻璃瓶装“燕窝”，
与此同时，
一股
麻黄素特有的气味飘散出来。
张迪仔细看完每瓶燕窝，没发现特殊
情况，
但那股气味一直萦绕在鼻尖。她抬起
泡沫，觉得重量不对，拿通条捅进去，带出
了粉末状物体。有了！张迪打开泡沫夹层，
发现里面装着用蓝色塑料袋包裹的毒品。
张迪跑到组长面前，高高举起通条给

他看：
“我查到东西了！
”组长望着举止夸张
的她，很是有些无语。最终，她从其中的 2
个纸箱内查获毒品，
计重 3 公斤多。
当天，张迪发了一条 QQ 说，
“感谢王
俊凯！”后来因此立了三等功，她还跟朋友
开玩笑：多亏“王俊凯”引起了她的注意，
“如今咱也是立过功受过奖的人啦！
”
这一年，
张迪 18 岁。

有车撞来：
“我忘了要迈开腿跑”
物流车很大，货品堆得很高，
张迪每次
都要手脚并用地爬上去，
细细检查。一个班
要上 6 个小时，而且不能坐下休息，在忍
受高温和嘈杂的同时还要不停地爬上爬
下。她和同事们没有周末，
每年能休四十几
天假已经是最幸福的事了。
但张迪从未抱怨过。她总是笑眯眯的，
四年多的缉毒生涯，磨练了她的心性，
也让
她看到了世间百态。
有一次，张迪被指派看守一名女子。
当时她并不知道这人“犯了什么事儿”，只
是带她吃早餐时，发现对方吃得非常少，
张迪关心地询问，她却说在减肥。后来张
迪才知道，该女子曾在体内藏毒后试图偷
越边境。
“她才 18 岁，跟我是同龄人啊……这
辈子就这样被毒品葬送了。”事后回想起
来，
张迪为误入歧途的同龄人痛心不已。
还有一次，张迪所在的查缉点当时还
没有执勤台，只用锥形桶分隔出车道开展
检查。一辆拉砖的小货车拒检冲卡，
正在执
勤的张迪眼睁睁看着它一路撞飞了许多锥
形桶，
直直向自己冲来。
“那一瞬间好像有个放大镜，
我特别清
晰地看到了司机凶神恶煞的表情，但就是
不知道迈开腿跑！”张迪说，以前看到电视
剧里类似的情形，自己总觉得呆立不动的
人特傻，事到临头才明白：不是不动，是真
的不会动了！
电光火石的一瞬间，终于反应过来的
张迪突然侧过身，货车擦着她的左肩过去
了！警车呼啸而上，通过撞击才迫使对方停
下，经调查，该司机是因超载怕被查处而冲
卡。
“回看监控的时候，我自己都出了一身
冷汗。
”
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1 次，查破 20 多
起 毒 品 案 件 ，缴 获 毒 品 计 重 8 0 余 公
斤……这，就是“ 00 后”张迪 4 年来的战
绩。
“天下无毒，是每个缉毒警的心愿。”张
迪对未来道路的艰险曲折有充分准备：
“我
一定会用自己的全部，
守好每一道防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