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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轨道交通行业， 信号是保
证行车安全的重要设备。 曹雪是
北京公交有轨电车西郊线的一名
管理人员， 主管信号专业。 “信
号相当于轨道交通行业的大脑，
控制整个线路运行的安全系统。”
今年是曹雪从事信号专业的第16
个年头， 16年里她始终践行着认
真两个字 ， 让这个轨道交通的
“大脑” 保持着安全的运转。

争分夺秒
助力西郊线载客试运行

2017年11月， 曹雪来到西郊
线， 这时距离西郊线正式载客运
行只有两个月时间 。 上班第一
天， 她就找同事要了各信号厂家
联 系 电 话 ， 曹 雪 知 道 要 想 保
障 信 号的正常运维 ， 对设备就
要多接触、 多深入了解。 于是，
同事们常常看见她奔波在网管
室、 机房、 车辆段以及正线等地
方的身影。

有的时候 ， 曹雪在OCC运
营控制中心一待就是一天。 “要
观察每天凌晨4点是否正常下载
运 行 图 ， 列 车 到 达 小 站 台 是
否 变 计划车 ， 列车是否正常排
列进路、 是否正常解锁进路、 是
否能正常设车次号， 还有列车折
号 是 否 正 常 等 。 要 做 的 工 作
可真不少。” 曹雪回忆， “就派
班室预先派班这一项功能， 就用
了将近一周的时间进行调整 。”
按照规定， 所有列车回库以后才
能进行预派班设置， 曹雪介绍：
“所以对预先派班功能的验证
经常要持续到凌晨4点， 遇到问
题 就 要 马 上 联 系 厂 家 ， 那 段
时间我经常凌晨4点多钟给厂家
打电话。”

就这样， 争分夺秒。 曹雪利
用两周的时间， 集中查找各类信
号专业问题并及时改正， 为运营
打下良好的基础。

精检细修
制定重点时期保障方案

在曹雪看来， 想要管理好信
号专业， 首先要求工作人员必须
做到 “专”。 “就是要求你对信
号设备、 各设备接口都必须要做
到了如指掌， 抓住每一次厂家培
训的机会， 多听、 多问、 多想 、
多练。” 西郊线试运营的第一件
最重要的工作是让信号维修工学
会维修转辙机。 据不完全统计，
巴沟站和香山站重点道岔每天动
作约200次。 一旦出现故障， 就
会对运营造成很大的影响。 为了
能够尽快对转辙机展开维修维护
的相关工作， 曹雪反复与厂家沟
通协调， 她还在前期组织了多次
培训。

不仅如此， 为了更好地把控
维修质量， 需要不定期进行跟班

作业。 曹雪和同事们对操作不规
范等行为 ， 还要及时制止并指
正。 曹雪说： “经过这一年来大
家的共同努力， 信号维修人员工
作质量和维修技能得到大幅度的
提高， 能够保质保量的完成信号
设备的维修维护工作。”

根据西郊线特点以及运营情
况， 曹雪参与制定了多项重点时
期的保障方案 。 “做到方案细
化， 考虑周全， 执行性高。 不仅
如此， 我们还制定故障应急处置
方案， 通过演练论证方案的可执
行性， 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 做
好制度管理。” 曹雪介绍， “比
如， 在制定电源屏电缆更换方案
时， 我们不仅写清楚电源屏电缆
断线之后的故障现象， 对处理的
步骤还采用了文字加图片的表述
组合。 当出现此突发故障时， 就
可以按照制定的方案一步一步进
行更换了。”

“当出现一个或一类故障
时 ， 工作人员就要进行深度分
析、 找出故障根源。 要做到一故
障一方案。 遇到一个故障解决一
个故障 ， 同时还要摸索出因环
境、 温度变化而容易受影响的设
备， 提前打预防针， 保证尽量不
出故障， 做好基础管理。” 曹雪
总结道。

曹雪总结的这个理念， 也在
工作中得到实践。 “就拿香山站
F3-F2进路不解锁故障来举例
吧。 经过日志查看分析、 现场实
际查看和测量， 我们最终找到原
因。 经过与厂家协商， 更换计轴
传感器安装支架， 让它适合西郊
线线路实际情况 。 通过这个过
程， 不仅解决了一个故障， 而且
通过这个故障的解决还将全线计
轴再次进行了排查， 由此解决了
一类故障。”

经过这一年多的锻炼， 曹雪

的管理能力得到了不小的提升，
而且信号专业未出现因维修不到
位而发生影响运营的故障。

倾囊传授
带领徒弟提升业务能力

“干了轨道交通这个行业，
你就会知道这个行业几乎一年没
有清闲的时候。 尤其是信号这个
专业， 一出故障就影响运营。 就
需要5+2， 白+黑， 7×24进行保
障。” 曹雪说， “我会制作电话
本、 操作手册、 故障处理流程等
方便当班人员抢修处理工作 。”
虽然工作辛苦， 但是曹雪却感觉
很充实。

因为有着多年的信号专业工
作经验， 曹雪也逐渐将自己平日
的积累传授给徒弟。 李潇是曹雪
的一个徒弟， 在传授他业务知识
时，曹雪就采用不断提问的方法。
“记得刚开始时，我会让李潇统计
故障以及发生原因。 他每次都能
主动询问厂家， 这时我就会充当
学生向他请教让他给我讲解。 每
次我都会提出一到两个问题， 为
的就是让他再去详细询问厂家。
就这么周而复始的不断追问，他
就学会了自我学习的方法。”

曹雪每隔两个月都会给李潇
布置作业。 “这些功课完成起来
可不容易。 需要你静下心来学习
后， 才能得出结论。 比如信号机
点灯电路图故障分析这个作业。
这不仅需要会看图、 跑图， 而且
出现故障能够分析出故障点 。”
曹雪说道。

在曹雪看来， 徒弟们的业务
能力强了， 也就体现出师傅的价
值。 “其实， 我觉得教授徒弟业
务知识是一方面， 还有就是要在
点滴中灌输一种责任心， 对待信
号工作的责任感。 而这种责任心
就需要做师傅的一点一点培养和
引导。”

□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这个“绿色生态工匠”是个80后

“金剪刀” 职工创新工作室
首席技师、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树
木修剪技能竞赛金奖……有如此
殊荣的就是首发生态公司高级绿
化工常显永。 1989年毕业于北京
农业学校果林专业的他， 已经从
业20余年。

常显永出生在北京怀柔的普
通农民家庭， 从小和农林果蔬打
交道的他， 对地里长的庄稼， 树
上挂的果实再亲切不过了， 报考
学校时， 不假思索地第一志愿就
是农业院校的果林专业。

学成毕业的常显永回到了镇
农技站担任起了技术员， 刚参加
工作第一年的老常在同事眼里是
高材生， 受过专业高等教育， 可
在农技站一次果树修剪支农的活
动中， 却把树枝剪坏了， 这让他
很沮丧。

那次， 老常按照学校里学习
的专业知识， 按照实操课中掌握
的技巧， 三下五除二就开始剪枝
锯干， 果树树形一下就出来了，
站在一旁擦汗的时候， 农技站的
老站长走了过来， 却说： “树形
是修剪得不错， 可是对明年开花

挂果有一定影响。” 老站长三言
两语如同当头棒喝， 老常心理这
叫一个不是滋味。 “我都是按照
书上讲得进行修剪的呀， 怎么会
出问题 ？ 我当时就觉得这不成
啊 ， 自己的专业能力还得提升
啊。” 常显永说。

老常是个爱学习善总结的
人， 第二年他修剪的果树长势和
老站长预测的一模一样， 这件事
对刚参加工作的他触动很大， 所
以老常在带徒弟中会经常讲到这
个故事， 也经常告诉徒弟 “不能
死读书， 要活学活用”。 此后20
多年的工作中， 老常及时总结经
验， 在每次修剪不熟悉的树木时
候都提前备课， 找准症结……此
种做法为他在日后参加修剪技能
竞赛上获奖奠定了基础。

经过多年实践， 练就了一手
“准确把脉” 快速修剪绝活， 他
以每天不少于25株的灌木修剪
量 ， 保证了高速公路的畅洁绿
美， 有效提升了首都高速路绿化
养护水平。

他还把自己多年的经验和实
操技巧认真总结归纳， 并对徒弟
们倾囊相授， 有人说他傻， “小
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他却呵
呵笑着说： “师傅是从徒弟成长
起来， 我这些经验能让他们少走
不少弯路。” 老常的平易近人和

真诚细致的传帮带， 让徒弟们敬
佩不已。

在每次比赛中， 他都耐心细
致地做好每个环节， 总是对自己
高标准、 严要求。 特别是在全市
修剪技能大赛中，更是全力应战。
由于比赛苗木管理粗放、 长势不
均、而且树体高大，为了克服比赛
难度， 从初赛到决赛一个多月的
时间里， 他不分昼夜地练习各种
苗木的修剪技能， 苗木修剪中他
经常被苗木树枝割伤， 但从不喊
疼、 也从不休息， 为的就是能为
公司在同行业中取得荣誉。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付出总是
会有收获的， 在此次 “金剪刀大
赛” 中他从全市21家参赛队120
名修剪技艺高手中脱颖而出， 取
得了金奖。 老常总说， “虽然在
比赛中获得一些成绩， 但我还需
要不断总结、 不断完善， 好名次
的取得离不开公司领导的支持和
同事们的帮助。” 真正离不开的
是他对绿化养护工作的那份执着
和热爱。

□本报记者 盛丽

轨道交通“大脑”的守护者
———记北京公交有轨电车西郊线信号管理员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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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首发生态公司高级绿化工常显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