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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男，1980年3月出生，北
京普莱德新能源电池科技有限公
司乘用车项目部项目总监。

张锐负责动力电池系统的研
发管理工作。 他选取EV160项目
攻关，仅一年多便实现了量产化，
搭载本款电池的新能源汽车运营
稳定可靠。截至2016年底，他开发
的几款明星车型可靠性、 安全性
大大提升，累计出货6万余套。 目
前他主持的新品项目达10余项。

北京榜样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 或关注 “北京榜样” 微信公众号。

崔莹 罗光理付国华庞涛

（2017年6月第3周）

医治疑难杂症的办案能手 二手车行的断案人 成就残疾少年艺术梦想 老红军戎马一生为家国

庞涛，男，1981年4月出生，北京
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官。

庞涛严谨对待每一桩疑案， 让
诸多当事人绝处逢生、 感受法律公
正。 其中一起典当合同纠纷案， 专
业性极强又有法律空白， 他不畏艰
难找准 “穴位”， 为当事人挽回百
万元。 该案例入选全国民事检察十
大精品案例。 热心普法的庞涛还参
与制作北京电台广播节目50多期，
是名副其实的 “检察好声音”。

付国华， 男， 1975年3月出生，
北京靓车坊旧机动车经纪有限公司
总经理。

进军二手车行业11年他始终信
守诚信。 有人发现所购 “宝马” 公
里数作假， 得知真相后， 付国华无
条件退款， 自己承担经济损失。 因
处事公平又了解行业乱象， 他常被
当事人请去 “断案”。 2016年， 他
被北七家人民调解委员会聘为 “人
民调解员”， 化解多起矛盾纠纷。

崔莹，女,1963年5月出生，北
京心灵呼唤残疾人艺术团团长。

1996年， 放弃杂技演员工作
创办残疾人艺术团的崔莹 ， 曾
亲自买菜做饭 ， 把所有演员带
到自己几十平方米的家中居住，
还为残疾少年装假肢、 安耳蜗。
22年间她培养出一批残疾人演
艺明星 ， 登上央视和各省卫视
舞台， 屡次出国演出， 成就1800
多名残疾少年的艺术梦想。

罗光理，男，1918年1月出生，
丰台区云岗街道南一社区居民。

罗光理15岁就参加中国工农
红军， 退休后从事社区志愿服务
已30余年。 他义务讲授爱国主义
教育课120多场， 并担任社区环
境宣传员 ， 为灾区捐款次次不
落。 如今， 99岁高龄的他满身病
痛步履艰难， 依然到中小学校进
行革命传统教育， 为困难地区的
贫困学生捐款捐物， 从未间断。

张锐
为新能源汽车研发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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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井春苓

———记首钢矿业公司运输部机务段机车司机长陈庆立

驰骋在轨道上的90后“先锋号”

今年27岁的陈庆立， 是首钢
矿业公司运输部机务段迁钢作业
区057机车司机长， 也是运输部
唯一的90后司机长。 参加工作近
10年来， 始终工作在运输生产第
一线。 在运输部行业内， 陈庆立
从技校毕业， 钳工出身却自学成
才成为了司机长， 被大家称为驰
骋在轨道上的90后 “先锋号 ”。
2012年、 2014年他荣获首钢技术
能手称号， 2016年在全国 “鞍钢
杯” 钢铁行业技能竞赛取得第四
名的成绩， 并被授予全国钢铁行
业技术能手称号。

运输部最年轻的司机长

2008年9月 ， 陈庆立成为首
钢运输部机务段的一名机车乘务
员 ， 也就是大家眼中的火车司
机。 夏季司机室40℃的高温、 每
班12个小时的工作量再加上专业
不对口……在一个个难题面前 ，
坚信 “学如逆水行舟 ， 不进则
退” 的他选择踏踏实实干好本职
工作， 让机车成为最好的朋友。

为了尽快掌握行车业务知
识， 早日顶岗作业， 那时刚满18
周岁的陈庆立还是 “蛮拼的 ”。
他每天蜷缩在司机室这个小 “蒸
笼” 里， 拿着图纸熟记每个按钮
的功能； 熟记每个站区的安全关
键点和行车特点， 将工友遇到的
机车故障及处理方法带回家中分
析， 找出每次处理故障的相同和
差别做法， 总结出最好最快的应
急处理办法。

2010年的夏天， 跟着师傅出
车的陈庆立正在聚精会神地盯着
前方的路况， 忽然听见柴油机的
声音不对， 转速忽上忽下。 当时
机车正在下坡路段上， 不能采取
紧急制动， 于是他果断断掉燃油
开关， 击打紧急停车按钮， 使柴
油机平稳停机。

“老师傅传授给我的都是经
验， 我要好好记下。” 陈庆立常

常这样说。 早培训时， 很多人会
在人群当中发现一个小伙子拿着
笔目不转睛地记着什么， 那一准
是陈庆立。 遇到不懂的问题， 他
就会打上问号， 等培训结束后及
时请教师傅。 就这样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地啃， 一条条规、 一条
条规地背， 在短短3年的时间里，
他就先后考上瞭望副司机、 操作
副司机 、 司机 。 2012年和 2014
年， 他在首钢总公司内燃机车技
术比赛当中分别取得第二名、 第
三名的好成绩， 同时被总公司授
予首钢技术能手称号。 2014年 ，
工友们口中业务知识 “问不倒”
的他被推荐为057机台司机长 ，
成为运输部最年轻的司机长。

攻克难题中带动青
工学技术

“学无止境 ， 勤则可达 ”。
在陈庆立的司机手账里面写着这

样一句话。 在他看来， 不断的学
习， 熟练掌握了技能， 就能在岗
位和各项工作中充分绽放风采和
魅力。

目前， 运输部机务段青年职
工占车间人数近半。 如何带动其
他青工学知识的热情成为陈庆立
这个 “老员工” 所牵挂的事。 机
车转型期间， 为降低机车设备故
障率、 减少成本支出， 陈庆立带
领作业区青工利用业余时间对在
用机车进行全面维护， 几天下来
手掌都磨出了血泡。 一周后， 作
业区机车彻底变了样， 连动力间
的地板都泛着光泽。

GK1机车电器柜内的接触器
因为长期使用很容易发生触点烧
结等故障， 而电器柜中的触点约
有几十个， 在日常的检修中很难
判断是哪个触点出现问题。 触电
故障在第一时间内得不到解决，
往往会导致接触器被烧损。 陈庆
立把每次的故障点记下来， 回到

家上网查资料， 最后自创了 “电
器柜排故检查法”。 利用这种方
法， 不但能很快查找故障点， 且
配套有相应的处置方式， 大大缩
短了解决问题的时间。 为了方便
其他乘务员学习， 陈庆立制作了
PPT在早晚培训中为大家讲解 ，
共享知识， 共同提高。

此外， 陈庆立探索总结的抱
轴瓦 “三勤” 保养法、 平稳操纵
法等一系列工作方法和经验也成
为众多包乘组学习的范本。

他还主动担当起057机台的
“小教员”， 要求综合技能水平较
低的青工与其同乘。 出车时， 哪
里道口危险、 哪里线路环境差、
哪段铁路容易溜车， 他都一一告
知青工， 同时把自己琢磨出的如
何操作可以节省机油、 出现问题
时如何快速处理故障等操作诀窍
倾囊相授。

在他的带领下， 机务段掀起
了 “比、 学、 赶、 帮、 超” 的热
潮 ， 青工的技能有了明显的提
升。 在2015年运输部级内燃机车
技术比赛中， 057包乘组的5名青
工包揽了前5名。 在2016年首钢
级内燃机技术比赛中， 运输部12
名乘务员与来自京唐公司、 首秦
公司共22位选手比赛， 前十名有
机务段7名职工。

如今， 陈庆立经过细致入微
地体验、 总结， 把实践上升为理
论， 把岗位关键技能分解为具体
步骤， 提炼出的火车司机最佳操
作法已经在整个作业区推广 。
“这个过程通过大量的学习、 提
炼、 思考和归纳， 也能把岗位技
能普及开来传承下去。” 他说。

以考促学 以赛促练

“在我的工作生涯中， 参加
像全国钢铁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这
样的赛事机会并不多， 有可能是
唯一的一次。 我要付出全部去拼
这场比赛。” 陈庆立格外珍惜这

一次同同行切磋的机会。
2016年7月，陈庆立接到通知

要到辽宁鞍山学习。而此时，他的
妻子正在待产。到达的第二日，他
就接到了妻子快要生产的电话。
在外接受培训的陈庆立不想放弃
这难能可贵的学习机会， 只能利
用休息时间一遍又一遍打电话询
问妻子情况。 直到电话那头传来
婴儿出生的消息， 陈庆立悬着的
心才放了下来。培训结束后，他匆
匆赶到医院， 此时妻子和宝宝已
准备要出院回家了。 愧疚的他看
到妻子的一瞬间就流泪了， 嘴里
念叨着“赶上了末班车”。

赛前训练正值三伏天， 聚精
会神操练的陈庆立已经汗流浃
背。 “教练， 我想再练一遍， 这
次我又有了新的锤检方法， 肯定
能比上一次快。” 教练看着这个
高 标 准 要 求 自 我 的 小 伙 子 有
些 舍 不得 ： “你今天的训练强
度可以了， 天太热， 休息一下再
说吧 。 ” “没事儿 ， 我准备好
了！” 果然， 他在锤检步伐上进
行了改进， 不仅可以更好地找到
故障点， 而且在速度上也提高了
一大块。

在赛前培训期间， 陈庆立每
天睡觉前都会将教练讲过的知识
细细 “回笼” 一遍， 查找自己的
不足， 并迅速改进完善。

9月， 比赛如期而至， 陈庆
立作为唯一一名 “90后” 与同行
业44名参赛选手同场竞技， 展现
出精湛的技能， 获得个人第四名
的好成绩， 并被授予 “全国钢铁
行业技术能手” 的称号。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无论
在学习上还是在比赛中， 只有精
益求精， 不断地打磨、 反复地推
敲学习和工作， 才能把每一件事
做到极致 。” 凭着传承和钻研 ，
靠着专注与磨砺， 陈庆立用行动
证明着生铁已然淬炼成钢， 世界
因学习而不同。 这就是90后司机
长陈庆立的 “学样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