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一声鸣笛， 呼唤确认进路信
息， 提手柄、 加速， 列车平稳、 快速
地驶出北京西站。 由于列车开行北京
机务段石家庄运用车间高铁司机时间
较早， 上车后， 大部分乘客打起了瞌
睡。 此时， 列车已经平稳、 快速地驶
过了京广高铁的第一个鱼背型线路区
段———杜家坎线路所。 杜家坎线路所
曾经是京广高铁最大的 “拦路虎”， 在
这里先是 17‰的上坡道 ， 然后转入
19‰的下坡道， 形成一个典型的鱼背
线路， 而在上坡道前还设有分相。 列
车行驶到这里总会有推背感， 常常令
乘客感觉不舒服。

最初执乘京广高铁时， 为提升旅
客乘坐高铁的舒适感， 北京机务段石
家庄运用车间高铁司机袁国慕经过三
个月反复试验， 终于找到了通过这一
区段的最佳方式： 列车以150公里的速
度通过分相后， 牵引手柄置3级， 保持
运行速度， 通过坡顶时运行速度降至
136公里， 为下坡道涨速预留出空间，
转入下坡道后， 列车在牵引状态下运
行， 有效地解决了推背感的问题。

袁国慕自1994年提职副司机至今
的22年， 他驾驶过的电力机车、 动车
组列车车型不下十余种。 每种车型的
操纵要点、 车型特点、 软件异同点他
都了然于胸。 路局领导曾经添乘袁国
慕执乘的高铁列车， 对他的操纵给予
了高度评价： 零距离对标， 提速、 停

车既稳又准。
刚来高铁时， 车队安排他到李东

晓的指导组， 跟 “中国高铁一号司机”
学习， 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 可跟
东晓学技术不是一件容易事。 让袁国
慕感受最深的是 “背着木板练坐姿”，
因为高铁司机是 “飞行员的标准， 国
旗班的形象”， 他在驾驶舱习惯弓着腰
操纵， 反复说过他多次后， 这毛病就
是改不掉， 于是李东晓找来一块木板
绑在他的背部， 保持笔直端坐。 一开
始特别痛苦， 执乘完一趟车腰部、 后
背都会疼得他直呲牙。 不到一个月就
受不了了， 想辙出歪招， 开车前悄悄
摘掉木板， 下车前再背上。 这样舒服
了没几天 ， 李东晓看到效果不明显 ，
自己觉得很纳闷， 于是悄悄跟袁国慕
走了一趟车， 发现了这个秘密。 袁国
慕到现在都清楚记着东晓师傅说的那
番话： 高铁司机的标准不是随意性的，
是靠自觉、 自警和苦练出来的， 你这
样应付对付绝对不适合干高铁司机 。
不管是激将法也好， 是发自真心的批
评也好， 对袁国慕产生了极大的触动。
他不仅每次执乘时背好木板， 就连在
家休息有时间也要背一会儿， 爱人说
他 “魔症”， 孩子也不爱搭理他。 功夫
不负有心人， 半年时间下来， 他的站
姿、 坐姿完美无缺。

京广高铁由北京机务段担当的执
乘区段一共691公里， 51个分相区段，

17个车站， 类似杜家坎线路所这样的
难点袁国慕已经记不清攻克了多少 ，
每一个车站的停起车速度、 手柄位置，
每个分相、 特殊地段的通过办法， 每
一种非正常行车时的处置措施， 袁国
慕和同事都要试验5次以上， “每一个
都是攻关组一把闸加一把闸地摸索出
来的。”

2014年年底， 《袁国慕京广高铁
操纵法》 正式诞生。 “贴限运行、 安
全正点、 平稳舒适是袁国慕操纵法的
最大特点， 特别是列车的平稳性， 在
各种高铁列车的操纵法中名列前茅。”
石家庄运用车间党总支书记张灿告诉
记者。 如今这一操纵法已经录入该段
高铁司机的机务通， 并且已经成为车
间培训新司机的主要教材。

去年12月的一天， 京沪高铁车队

一名司机驾驶G6732次列车行驶到邢
台东站前方时， 忽然发现虽然施加了
制动 ， 可列车并未降到规定的速度 ，
他意识到有问题， 立即按照 《袁国慕
操纵法》 中提到的非正常行车下的操
纵办法， 连续施加三种非正常制动措
施， 将列车稳稳地停在了站内。

去年3月初， 以操纵法攻关组为班
底的 “袁国慕创新工作室” 正式成立，
其主要任务就是针对执乘中出现的问
题、 难点开展攻关。 “380B型车ATP
升级后的操纵技巧” “车顶隔离开关
故障后的处置办法” ……难题一个个
涌现， 又被一个个攻克， 虽然工作之
余还要担任这些工作， 工作量增加了
很多， 但是袁国慕和队员们甘之如饴，
“只要能为高铁安全出一份力， 再苦再
累也值得！”

高铁“巡逻兵” 安全“流动哨”

袁国慕

北京高铁工务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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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背着木板练坐姿”的高铁司机

□本报记者 白莹

高铁巡检工， 被誉为高铁运行安
全的 “巡逻兵”。 高铁线路周边的一丁
点小问题， 都逃不过这些 “粗汉子”
们的法眼 。 日复一日地行走 、 勘查 、
记录是他们的工作， 看似简单， 却如
同铁路轨道上一颗颗螺丝钉， 承担着
保障列车安全运行的重任。

北京高铁工务段负责京津冀地区
京津城际、 京沪高铁、 京广高铁、 津
秦高铁四条高铁线路的基础设备养护
维修工作。 “高铁线路安全只要用心
做， 就完全可以保证。 但高铁周边环
境隐患的多发性、 突然性和多变性一
直是我们高铁工务人的心病。” 高铁外
部环境主管工程师李继亮说， “针对
这一问题， 2015年2月， 我们抽调精干
力量组成了专业的高铁外部环境巡防
队伍， 实现了对全段管辖的2700多公
里高铁线的周巡视全覆盖。”

在北京高铁工务段管辖的上千公
里高铁线路沿线，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
烈日炎炎， 每天都有身穿黄色工作服、
头戴红色防护帽、 骑着电动车， 为高
铁安全保驾护航的一帮小伙子们 。

“现在是夏季， 头顶酷暑冒高温， 一辆
电动车， 一段乡间路， 这是我们的工
作写照。” 李迪与像他一样的青工们也
就是从那时起， 加入了这个队伍， 开
始 “隐身” 于高铁的背后。

“我们的巡视任务就是及时发现距
离高铁线路特别近的施工， 以及随意
堆放物品的行为。 因为周边都是庄户
园， 所以对于高铁的维护工作特别重
要。 最怕的就是彩钢板房， 遇到大风，
钢板不牢固， 一些较轻的彩钢板， 很
容易被吹起来， 万一吹到三四百米外
高铁线缆上造成短路， 那就是大事故，
因此而造成行车中断， 后果很可怕。”
李迪说。

还记得2016年， 巡逻队员在一个
桥洞下发现有一处违法施工， 经过多
次与当事人的沟通， 并没有任何效果，
还与巡逻队员玩起了捉迷藏。 “不得
已， 我们安排了专人盯守。 可这样的
做法惹怒了当事人， 还动手打了我们
的巡防队员。” 李继亮说， “之后， 每
次巡查路段， 除了带好工具外， 我还
叮嘱 队员要带上一本 《中华人民共和

国铁路法》。”
暑期， 麦香四溢， 他们还会嘱咐

沿线村民不能在高铁沿线燃烧麦秆 。
“这火苗子要是烧到线路上， 那就是大
事故 ， 所以必须得及时发现及时制
止。” 李继亮说， “我们不仅是守护高
铁线路安全的流动哨， 同时还是爱路
护路的义务宣传员， 巡视路上走村庄、
进校园， 对沿线村民、 学生进行爱路
护路宣传教育。”

李继亮告诉记者， 相较于成立之
初的72人的队伍， 现在巡防队伍只有
40人了。 这都是因为经过两年的实践，

施工、 着火、 乱搭乱建等外部环境改
观了， 新生的环境问题也在减少。 这
都得益于巡防员在高铁桥下 “走走看
看”， 随时随地监控着铁路， 每名巡防
员平均每天要跋涉40余公里。

2016年北京高铁工务段巡检共
98841公里 ， 相当于绕赤道2.5圈 ， 累
计发现临近或下穿高铁非法施工、 违
建房屋 、 烧 荒 等 外 部 环 境 问 题 617
件 ， 由于发现及时、 处置得当， 未发生
一起直接影响高铁安全的问题， “高
铁巡逻兵” 为高铁竖起了一道坚实的
屏障。

北京机务段石家庄运用车间高铁司机

外部环境巡防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