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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君：在最难的铁路段挥洒最美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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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航天科工二院203所“高精度时间同步”团队

作为参与铁路建设十年的老
员工， 从哈大高铁到成渝高铁，
从京新高速到准朔铁路， 从东北
到西南， 再从西北到华北， 这一
步步的脚印绘就了他的铁路十
年， 让他从一名新兵成长为中坚
力量， 亲历了中国建筑铁路事业
的发展。 其间， 有多少汗水， 就
有多少辛酸； 有多少经历， 就有
多少故事； 有多少成功， 就有多
少喜悦。

他叫左君， 目前担任中建铁
投集团总承包公司科技部副经理
兼准朔项目总工。

攻克世界首条高寒高速铁路

2008年7月 ， 左君从湖南大
学土木工程学院毕业， 怀着赤诚
之心， 背着铁路建设的梦想， 他
来到中建系统。 那时企业的铁路
事业也刚刚起步， 他很自豪能参
与进来， 贡献青春力量， 与企业
共成长。

哈大高铁是左君参建的第一
条铁路， 也是中建修建的世界首
条高寒高速铁路。 为攻克严寒地
区路基冻胀、 沉降、 不均匀沉降
等系列难题， 左君和小组成员一
起查阅大量资料， 多方研究、 分
析、 对比、 选用不同填料， 不断
地进行室内外试验， 最终攻克这
一系列难题， 全线近50万方路基
填筑也顺利完成。

依托该项工作， 左君参与了
《严寒地区高速铁路客运专线路
基综合技术》 课题研究， 获得中
建总公司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撰
写的论文 《高速铁路路基填料特
性分析与应用》 获得中建总公司
三等奖； 2012年12月1日 ， 哈大
高铁开通 ， 经过近6年的检验 ，
尚未发现路基沉降超标、 不均匀

沉降及冻胀问题。
高寒高速铁路施工几乎零经

验， 历时近4年的奋斗， 左君他
们终于攻克下这块 “硬骨头 ”，
该项目多次在业主组织的全线排
名中荣获第一， 先后荣获全国工
人先锋号、 火车头奖章， 并创下
了一天架设7榀箱梁的全国最高
纪录、 一月架设100榀箱梁的亚
洲最快纪录、 3个月完成从下部
结构到连续梁梁体施工、 梁场和
3个板场一次性通过认证的奇迹。

参建成渝高铁获多项成果

2010年8月 ， 左君参与成渝
高铁投标， 并成功中标， 随后就
调入该项目。

成渝高铁是西南地区第一条
高速铁路 ， 是国内第二条采用
CRTS I型双块式无砟轨道的高
铁， 它采用现浇道床板代替预制
的轨道板， 施工技术还不成熟，
而且无砟轨道对轨距、 轨底坡、
轨枕间距、 轨向、 轨顶高程、 扭
曲等六项参数要求非常高。

面对中建的空白， 甚至对中
铁工和中铁建来说， 有经验的单
位也不多， 左君他们只能自己钻
研。 传统的工具轨法每天每个工
作面只能完成30米左右， 改进后
的轨排支撑架法也只能完成60米
左右， 而且这两种方法均不能满
足成渝高铁的铺轨工期要求。

经业主介绍的两个专家培
训， 左君认真分析了两种方法的

优缺点， 模块化思维及控制变量
法思维在左君大脑中一直浮现，
最终通过吸收改进工具轨法、 轨
排支撑架法， 形成了一种新的方
法———轨排框架法， 采用这种方
法可完全控制轨距、 轨底坡、 轨
枕间距三项参数 ， 只需调整轨
向、 高程、 扭曲三项参数， 功效
提高了两三倍， 每个工作面每天
施工达到90至100米 ， 全线45公
里无砟轨道如期贯通。

依托该项研究， 团队获得了
国家实用性专利3项、 省部级工
法2项、 完成了省部级科研课题
《CRTS I型双块式无砟轨道关键
施工技术研究与应用》， 发表论
文6篇， 成渝高铁2015年12月26
日开通， 经过3年的运行， 证明
了经他们施工的无砟轨道是经得
起时间检验的。

任总工修建穿沙高速公路

2015年3月 ， 左君担任了京
新高速公路吉兰泰项目总工程
师 。 京 新 高 速 是 世 界 穿 越 沙
漠 最 长的高速公路 ， 项目地处
沙漠地段， 自然环境极其恶劣，
每年5到9月， 每月都会发生几次
沙尘暴， 每周都有风沙天气。 由
于距离周围的旗、 镇十分远， 当
地资源极其匮乏， 缺水缺电缺信
号缺劳动力， 加上他们的管段又
特别长， 达47公里， 让施工管理
难度极大。

由于是第一次施工公路，团
队技术力量薄弱， 左君便组织大
家深入学习规范，研究图纸。每周
一、三、五、日晚上给生产技术人
员培训，从施工日志、验收记录的
填写、 台账的建立到施工工艺工
法，从工程量的计算、施工计划的
编排到施工组织设计的编制，要
求每个人都过关， 培训经常一弄
就过了12点。 这种“5+2”“白+黑”
的状态一致持续到2016年8月15
日， 这天左君对全体生产技术人
员说了至今仍然记忆深刻的一句

话，“我把能教的毫无保留地教完
了，剩下靠大家自己学习领悟，我
相信大家。 ”

在这个项目， 左君参与并见
证了每一个首件工程， 第1根桩
基施工到凌晨3点、 第1个承台施
工到凌晨2点、 第一节涵洞基础
持续7个小时、 第一片公路箱梁
施工到凌晨4点。 最让左君印象
深刻的是临近既有铁路、 地下水
丰富、 腐蚀环境下， 穿越砂层的
桩基施工。

这样复杂环境下的桩基施
工， 将面临着既有铁路坍塌、 滑
坡、 桩孔塌孔的极高风险， 左君
与项目管理人员一起， 查阅了大
量施工案例， 并结合自身经验，
最终采用长护筒跟进加振动锤施
工的方法穿越砂层， 采用反循环
钻机成孔。 当第一根桩顺利完成
后， 他们那种喜悦的心情无法形
容， 最终在这种复杂环境下的所
有桩基全部按期顺利完成。

2018年8月 ， 为确保准朔项
目年底顺利履约， 左君随公司主
职领导深入准朔项目现场， 与现
场技术人员一起迅速梳理现场技
术难题， 每天白天待在现场， 晚
上加班内业工作， 解决了涵洞加
长盖板换肋板、 全线弃土场整治
优化、 涵洞深基坑开挖、 改良土
替代B组填料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为 “9·20” 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提
供了有力保障。

2018年9月21日 ， 准朔项目
十年来第一次收获了业主的表扬
信， 喜悦的气氛迅速传遍公司及
项目上下。 这样好的履约品质也
为公司带来了一系列利好。 干好
一个项目， 赢得一片市场， 在陪
同总承包公司主职领导与太原
局、 准朔公司进行过深层次的对
接过程中， 获悉项目将在生产履
约、 资金回收、 市场开拓等方面
均有好消息。

“十年来我将最美好的青春
奉献给了铁路事业， 我很满足也
很自豪。” 左君说。

航天科工二院203所高精度
时间同步团队 ， 是一支南北交
融、 年轻高效的高知团队。

十多年来， 以计量与校准技
术重点实验室为平台， 高精度时
间同步团队甘于寂寞， 一直致力
于时间同步技术的钻研， 先后提
出了利用多途径进行高精度时间
同步的一系列研究课题， 并解决
了其中多项关键技术问题， 将时
间同步的精度提升至纳秒级， 甚
至皮秒级。

近年来， 团队在国内率先提
出了利用飞秒激光为载体进行高
精度时间同步方法， 在半年内完
成了飞秒激光实验室的建设。 这
是国内首个利用超快光脉冲进行
自由空间时频传递的实验室。 十
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 使得203
所在该领域整体实现了国内领
先， 在卫星双向时频传递等技术
方面达到国际领先， 研发的时间
比对调制解调器得到国际同行的
高度关注， 多家研究机构都表达
了与203所开展合作的意愿。

一年夏天， 团队承担着一个

重要项目。 为了确保节点， 团队
克服困难， 齐心协力， 仅用三天
三夜就完成了50多台套设备分系
统的集成、 联调和标校。 分系统
联调需要租用信道， 为了节省每
小时不菲的费用， 团队成员在试
验场上忙碌得一刻也不敢停歇。
夏天火热的太阳紧紧地盯着他
们， 第一天的调试从早晨8点开

始， 一直进行到凌晨。 试验场管
理员看到他们如此辛苦， 非常感
慨地说， 从他们身上体会到了什
么是真正的航天精神。 完成了当
天的调试任务， 管理员主动要求
开车将他们送回住处。 当主管副
总师看到他们拿到试验数据，对
203所信心大增，他说有这样的设
计师团队，项目完成肯定没问题。

在工作上， 团队是一个很喜
欢挑战的团队， 张主任作为团队
领头人， 经常鼓励年轻同志要有
“挖坑”的勇气，更要有“填坑”的
决心。在刚工作不久，张主任就提
出要研制时间比对调制解调器。

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
神，他说服了各方领导和专家，带
领团队开始了这一极具挑战的项
目。吹牛谁都会，把项目完成好才
是真本事。在研制过程中，团队成
员认真分析时间比对的原理，提
出了不同于已有产品的自主设计
方案。原理方案清楚了，可是实现
过程却是一波三折， 工程实现往
往和理论存在出入， 团队担负着
很大的压力。 研究团队经常在一
起讨论， 耐心寻找问题发生的原
因。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
努力，调制解调器样机研制成功，
实测技术指标优于已有设备，在
国内外时频领域反响很大。 在一
次国际学术会议上， 团队负责人
汇报了此项研究成果， 在场的一
位专家评价说， 此项成果令人振
奋，是中国人的骄傲。

有人说， 随着工作时间的增
加 ， 人的锐气和激情会逐渐消
退， 这句话对于203所这支团队
来说似乎不太适用。 团队的队员
们一直把工作放在首位， 先公后
私， 先大家后小家。 2018年， 团
队受命参加一项重大工程论证，
队员们主动帮助总体单位编材
料、 合总稿， 帮助甲方单位出主
意、 理思路、 写报告。 三个月以
来， 凭借着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担
当精神， 时间同步团队获得了项
目总体单位和甲方的认可与信
任， 为203所争取了更多的任务。

在项目论证的关键节点， 一
位队员的父亲突然病重， 需要照
顾。 在这抉择的时刻， 他想起小
时候父亲经常教导他 “自古忠孝
不能两全”， 在安排好家人去照
顾父亲后， 心怀愧疚的他继续坚
守在岗位上。 他想， 这样的选择
父亲一定会支持。

这就是高精度时间同步团
队， 在追逐精准时间的征途上，
矢志不渝、 无所畏惧， 书写着别
样的灿烂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