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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边磊 文/摄

田春艳
市政路桥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三检测所总工程师

田春艳个头不高、 短发， 戴着眼
镜的脸上似乎还有稚气， 这个清华大
学土木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已经
从事城市道路、 桥梁定期检测、 城市
地下管道隐患排查以及地铁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工作二十年， 目前担任北京
市政路桥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三检
测所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 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职称， 硕士研究生导师。

田春艳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挑战，
是 “上厕所” 这样的生理问题。 道桥
检测的场所主要在野外高速公路和城
市立交桥， 荷载实验经常一做就一天
一夜。 一览无余的荒郊野外， 女孩的
如厕成了大问题。 “当时有个女领导，
特意跟我说， 想上厕所就让司机师傅
开车带着去高速公路的服务区。” 田春
艳说。 可是服务区往往在几十公里以
外， 往返就是一百多公里， 为了不耽
误实验进度 ， 田春艳就尽量少喝水 ，
少上厕所。

如果你跟随田春艳到过现场， 就
会知道一个女孩子顺着正在施工中的
悬索桥桥塔向上攀爬七八十米是怎样
的感受。 头顶是无尽的天空， 脚下七
八十米是桥面， 再往下是一眼望不见
底的江水， 风呼啸着从耳边刮过。 田

春艳从小情绪稳定， 喜欢看书， 桥塔
之上依然沉着淡定。

“这行和医生有点像， 你不亲自
看， 只看别人的检测数据， 是看不出
结果的。” 田春艳说。 所以每个现场，
她都要亲自检测。

桥梁检测还包括暗涵， 在东莞的
一条地下水沟， 全是两边饭店污水排
出。 田春艳和其他同事一样， 穿上专
用的皮衣， 戴上氧气面罩， 跳入污水
之中， 检测桥梁质量。

在不断的现场检测和数字分析之
中， 她带领团队， 研究出了 “城市桥
梁病害诊断系统平台 ” 的科研成果 ，
专门用于城市道桥的车辆荷载， 实时
监测桥梁破损情况并给出评定， 最终
给出加固改造的措施。

同时 ， 面对北京地下工程很多 、
易对桥梁原有基础产生扰动的现状 ，
她的团队严格对桥梁实时状态进行监
测， 研发出无线采集传输设备。 今年，
她还带领团队， 专门研发了长安街通
道阅兵时安全通过的检测平台。

她是桥梁医生， 手到病除。 但生
活中， 田春艳有自己的忧虑。 10岁的
女儿和14个月大的儿子给家庭带来了
很多欢乐。 但10年前， 女儿因宫内缺

氧早产来到这个世界， 让原来应该幸
福的全家蒙上了一层忧虑。 从女儿出
生起 ， 田春艳就带着孩子寻医问药 、
找康复学校、 每天做康复训练。 花在
孩子身上的精力， 一点不比在工作上
少。 她经常是把工作带回家， 等女儿
入睡， 再拿出来继续完成。

“我希望她和正常孩子一样，希望
她健康一点，快乐一点。 ”田春艳说。

在女儿成长过程中， 会收到同学
不同的眼光 ， 田春艳经常鼓励孩子 ，
但更心疼。 她曾经无数次想辞掉工作
专心陪伴女儿， 但身边许多家长的共
同经历让她深感责任在肩。

因为女儿， 她开始关注残疾儿童
的教育、 就业问题。 去年， 田春艳当

选全国人大代表， 她提出了为普通收
入残疾儿童家庭减免个税的建议 。
“一个孩子如果患有脑瘫、 自闭症或其
他重度残疾， 需要一个家长全程陪护。
那么这个家长 ， 就失去了经济来源 ，
但相关的康复训练、 康复器材费用却
很高， 虽然不同地区有不同补助， 但
很多地方还需要家长承担大部分， 所
以当家庭成员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水
平差不多时 ， 不是特别富裕的家庭 ，
希望为他们减免个税。”

今年， 田春艳又开始对于残疾儿
童融合教育进行调研， 希望能提出更
有针对性的建议。

田春说： “命运给予我们这样的
待遇， 既然发生了， 便要坦然接受。”

□本报记者 闫长禄

“女枪王”：有时间一定给家人做顿大餐

吴小艺
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女特警

“呯、呯、呯……”
手枪自枪套内拔出，一秒之后快速

击发，枪声的回音当中，枪手迅疾快步
上前，绕过障碍，面对移动靶再连射数
枪———电影《枪王之王》中精彩的实战
射击场景，在特警的训练场上以更精彩
的形式上演， 连始终站在枪手身后，随
着枪手一起移动的裁判都与电影当中
如出一辙。

在北京市公安局反恐怖和特警总
队射击训练场，一个身着防弹衣、武装
靴，头戴钢盔的女特警，长短枪互换射
击，动作干练，枪法精准，让人不由为之
喝彩。她就是去年在第二届世界警察手
枪射击比赛中获得金牌的北京市公安
局反恐怖和特警总队特警吴小艺。她也
因此获得了北京特警“枪王”的美誉。

虽事隔多月， 但回忆起这次比赛，
吴小艺依旧难掩内心激动的心情。 “为
提高射击技能，我不仅从难从严要求自
己，除完成与男队员一样的高强度训练
内容外，休息时间还自我加压，用重物
代替枪支，摆好据抢姿势，锻炼自己的
臂力，增加平稳度。 ”记者看到，在日复
一日的射击和体能训练背后，她的双手
手指都贴上了胶布，大拇指上也磨出了
厚厚一层茧。

2006年， 23岁的吴小艺作为北京
市公安局首批社招的特警队员， 光荣

地加入了首都公安队伍， 这一干就是
10多年。

“枪王”是不是成于天赋？吴小艺笑
着向记者展示自己的右手虎口。记者看
到，她的右手掌和虎口有多处伤疤。

“我确实对射击有兴趣，但要想比
别人打得准，最重要的是苦练。”吴小艺
说，“伤疤是在长期高强度射击训练中
形成的。92式手枪单日训练量最多时要
打500发到1000发子弹。枪械后坐力大，
在枪把的反复强力撞击下，训练下来虎
口会皮开肉绽。”此外，她还要克服生理
及心理的多重考验。 即便手掌流血，吴
小艺也会坚持完成训练再去包扎。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在去年
8月举行的全国公安系统第24届手枪实
用射击比赛暨第二届世界警察手枪射
击选拔赛中， 吴小艺从全国公安系统
400多名参赛选手中脱颖而出， 获得女
子个人全国冠军，因而被选入中国警察
射击集训队，获得了此次代表中国警察
征战世界赛场的机会。

信心不足、时间紧张、机会难得、重
托厚望……在吴小艺心中，无论哪一个
理由都要全力以赴。 因为是实战比武，
必须比照实战场景、装备及气候开展磨
炼。 在训练场，枯燥无比地据枪定型与
实弹练习，不厌其烦地固定距离折返动
作，每天长达9个小时的训练，一周、两

周、三周……吴小艺的教官张亮说：“她
身上有一种意志品质，就是‘狠’吧，我
教过许多队员，真没见过谁对自己这么
‘狠’的！ ”

训练时流汗流血，实战时则如杨门
女将不让须眉。 与此同时，吴小艺的射
击成绩也是一个名次一个名次地往上
“爬”。 最终在第二届世界警察手枪射
击比赛中摘得桂冠。

“今天又是一个桑拿天， 我们在
地表近40摄氏度的地面上一趴就是几
个小时， 大家的手肘都磨破了， 汗水
流进了伤口， 浸透了作战服， 浇湿了
双眼， 模糊了瞄准镜……我们调整呼
吸、 稳定动作， 瞄准， 击发， 又是首
发命中……” 这是女特警吴小艺的一
篇训练日记。 除了吃饭、 休息时间外，
队员们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训练 ，
队员每天的生活也基本就是三点一线：
训练场、 宿舍、 食堂。

吴小艺向记者介绍，“首发命中”是
狙击训练最重要的目标，因为在任何条
件下我们的要求不变，标准不变。 大家
经常开玩笑说， 通过长期艰苦的训练，
我们的技能离实战要求越来越接近，肤
色也逐渐向作战服的颜色靠拢。

记者注意到，走出训练场，吴小艺
顿时显出“小女生”的一面：与队员们说
个笑话，乐得前仰后合。

“千万别把我们想成女汉子，生活
里，我们和其他女孩一样。 也会逛商场
买衣服。 ”吴小艺说，“我之所以能安心
在特警队里训练，全靠家庭的支持和理
解，等有时间一定要给家人做一顿丰盛
的大餐。 ”

记者看到，当谈及家人，吴小艺的
眼睛有些红了，声音有些哽咽了。“加入
了公安队伍， 就意味着身上的责任重
了，我们是人民警察，我们的职责就是
保护人民，没有大家哪来的小家。 ”

“女汉子”：对特殊儿童
有一份特殊的牵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