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北京市杂技学校优秀教师井小毅
□本报记者 盛丽

照顾恩师30载结下“母子情”

井小毅是北京市杂技学校优
秀教师， 1972年9月他进入学校
学习， 师从宋慧玲老师， 学习中
国 的民 族 杂 技 艺 术 ———毽 球 。
1975年他从学校毕业， 从事演员
及教学工作。 井小毅对杂技这门
古老的艺术无比热爱， 在工作中
刻苦钻研、 爱岗敬业， 为中国杂
技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 在生活
中， 他还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
民族尊老爱亲的优良传统， 为人
们树立了孝老爱亲的榜样。

井小毅的恩师宋慧玲从中国
杂技团退休 ， 今年已90岁高龄
了。 她是国家二级演员， 还曾获
得 “北京市劳动模范 ” 荣誉称
号。 宋慧玲退休后先独居在东城
区北新桥石雀胡同13号的小平
房， 后来老人年事已高， 又有多
种疾病， 经东城区九道湾社区领
导、 中国杂技团等多方努力将老
人安置在了东直门北小街敬老院

居住。
鉴于老人的特殊生活经历，

作为学生的井小毅自老人退休之
日起， 毅然担负起了照顾老师生
活的重任。 百善孝为先， 这话说
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难。 但是井
小毅30多年如一日， 无论刮风下
雨还是严寒酷暑， 每天给老人打
一个电话问候， 每逢休息日必须
到老人家中探望。

在还未实行煤改电前， 每到
冬季井小毅都会忙前忙后， 为老
人安炉子、 装风斗、 搬煤。 不仅
如此， 老人生病时， 他还会为老
人端水、 喂药、 揉肩。 宋慧玲老
人患有脚疾， 井小毅便时常背着
老人去修脚。

春节是万家团圆的日子， 这
时老人更需要真情的陪伴。 为了
让老人不觉得孤独 ， 每年除夕
夜， 井小毅全家都会来到宋慧玲
老人家中， 为她做上香喷喷的饭

菜， 然后大家围坐在一起吃团圆
饭， 一起除岁、 包饺子， 陪老人
共度佳节。

随着年岁增长， 宋慧玲老人
的高血压、 心脏病时常发作， 同
时她还有晕车的毛病， 每次前往
医 院 井 小 毅 都 会 推 着 车 带 着
老人去， 以便减少老人的痛苦。
到医院， 他还跑上跑下、 挂号排
队， 不厌其烦地始终陪伴老人左
右。 待老人病情有所好转， 井小
毅才将老人送回敬老院， 并向敬
老院负责的工作人员详细交代
后才放心回家。

就是这样的精心照顾造就了
几十年的师生情， 成就了他们的
“母子情”。 被井小毅无私奉献的
行为所感动， 宋慧玲老人已将后
事全部托付给了井小毅。 井小毅
也用他的举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 感动、 教育更多的人尊
老爱亲， 世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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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毛泽东号”车组司机长刘钰峰

续写“毛泽东号”的辉煌
□本报记者 赵思远/文 通讯员 褚亚东 王金辉/摄

作为一名80后， 在铁路工作
18年， 他是一位年轻的 “老兵”；
作为第十二任司机长， 承继着71
年的辉煌历史， 他带领机车组驾
驶 “毛泽东号” 机车安全行走了
1038万公里； 作为班组党支部书
记， 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的刘
钰峰在开好 “毛泽东号 ” 的同
时， 也时刻让 “毛泽东号” 精神
激励自己前进。

开好 “领袖车”：
规章一口清 技能一手精

“19岁， 我就光荣入党了。”
凭着过硬的政治表现， 一进入铁
路， 刘钰峰便被选拔到 “毛泽东
号 ” 机车组工作 。 “从那一刻
起， 我就立志开 ‘毛泽东号’ 机
车， 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为熟练掌握机车构造和运用
原理， 刘钰峰一直把上百张机车
电路图、 制动原理图、 操纵线路
图带在身上， 晚上学理论， 白天
练实作。 他说： “要拿出蚂蚁啃
骨头的精神。” 最终， 刘钰峰把
各种类型机车的上千条电路、 上
万个部件熟记于心， 成为 “规章
一口清， 技能一手精” 的技术尖
子， 人称 “问不倒”。

2014年， “毛泽东号” 机车
由牵引货物列车向牵引旅客列车
转型。 面对交路跨越4省1市的挑
战， 刘钰峰带领机车组人员牺牲
了无数个休息日， 逐个车站熟悉
情况、 逐个区间查看线路， 实地
测量了161个车站停车标， 确认
了1070架信号机位置、 现场记录
了159个弯道桥梁隧道跨度、 系
统分析了1593公里运行里程， 并
编制出 《乘务员作业指导书 》，
制作 《行车安全提示卡》， 有力
确保了行车安全， 自此， 他的手
机也成了同事的咨询热线。

“‘传帮带’ 是 ‘毛泽东号’

的光荣传统。” 刘钰峰常利用平
常休班， 讲授专业知识200余场
次， 先后带出徒弟8人， 其中技
师6人 。 每逢节假日主动替班 ，
把回家的机会让给同事， 刘钰峰
已连续16个春节没和家人一起团
聚过。

做好“毛泽东号”司机长：
不辱使命 再创佳绩

2012年4月，刘钰峰接过历史
接力棒，成为“毛泽东号”第十二
任司机长。从上任那天起，他就下
定决心“不辱使命，再创佳绩”，使
“毛泽东号”这面旗帜高高飘扬在
安全运输主战场上。

刘钰峰说： “运输安全就是
我们的生命， 我们对待它就要拿
出 ‘抓小防大， 拿猫当虎斗’ 的
安全风险管理理念。” 为此， 他
总结提炼出 “背不靠座椅、 眼不
离前方、 手不离闸把、 说话不对
脸、 沏茶不谦让、 吃饭不同时”

的 “六不 ” 安全值乘要诀 。 同
时， 每当春运暑运、 重点运输等
关键时期， 刘钰峰都向全员发出
倡议， 组织大家承诺践诺， 主动
承担急难险重任务， 先后完成军
特运重点列车运输任务 168次 ，
次次受到好评。 面对新形势新要
求， 他又组织党员骨干总结提炼
出 “五字节能操纵办法”， 使机
车单趟节电1600余度， 实现年节
电38.4万度。

面对安全行车、 机车质量、
平稳操纵等方面的难题， 刘钰峰
带领骨干创建 “毛泽东号” 创新
工作室， 积极开展课题攻关、 技
术改造， 形成了 《牵引客车平稳
操纵方法》 《非正常行车视频 》
《故障处理电子书》 等52项创新
成果， 其中多项成果获得北京市
和全国铁路优秀创新成果奖。

刘钰峰坚持以传承 “毛泽东
号” 精神为己任， 结合新形势新
任务， 总结提炼出 “报效祖国，
忠于职守 ， 艰苦奋斗 ， 永当先

锋 ” 的新时期 “毛泽东号 ” 精
神。 他说： “既然接过 ‘毛泽东
号’ 司机长的接力棒， 就要开好
领袖车、 做好领军人， 用安全平
稳的值乘服务旅客， 让 ‘毛泽东
号’ 精神在岗位上闪光。”

当好班组 “火车头”：
严明制度 育人铸魂

刘钰峰在接任司机长的同
时， 也挑起了班组党支部书记的
重担。 他坚持用 “毛泽东号” 精
神育人铸魂， 立志把党支部建设
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
坚强堡垒。

每年9月9日， 刘钰峰都组织
休 班 乘 务 员 到 毛 主 席 纪 念 堂
敬献花篮， 重温伟人光辉历程，
激发大家爱党、 爱国、 爱岗的工
作热情。 每逢有新人加入 “毛泽
东号”， 都会首先组织参观 “毛
泽东号 ” 机车展室 ， 赠送一套
《毛泽东选集》， 开展车史教育，

使新人打牢 “要开 ‘毛泽东号’
车， 先做 ‘毛泽东号’ 人” 的思
想印记。

工作中， 刘钰峰还积极发挥
“火车头” 的带动作用， 坚持以
严明制度推进党支部建设。 组织
制定 《党员素质保障制度》 《党
员关怀帮扶制度 》 《控制党员
“两违” 考核办法》 等16个党支
部工作制度， 保证了组织生活严
肃、 党内活动经常、 党支部工作
严实， 带出了一支技术精湛、 作
风过硬的党员队伍。

作为十九大代表 ， 他说 ：
“作为党员， 要面对无数困难考
验， 只有把本职工作做到精益求
精、 举一反三， 并时刻用党章引
领自己的工作方向， 才能真正对
得起党员的称呼 。” 他还表示 ，
一线职工是十九大代表的重要组
成部分， 只有把一线职工的风采
展示好， 把一线职工挑重担、 攻
坚克难的作用发挥好， 才能真正
做到代表广大一线职工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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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小毅 （左一） 周末陪同事一起看望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