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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高铁

主打·策划

□孙凯武 28岁 烟台
市莱州人 北京某外企员工

说起来有趣，曾经为了显
示出行所谓的商务范，但凡有
机场的地方，我都会选择坐飞
机去，最短的，甚至坐过不到
30分钟航程的飞机。最后，套
用一句流行语，n o z u o n o
die，频繁打飞的，因为承受不
了飞机起飞降落的气压变化，
天生耳朵眼小的我，耳鼓膜居
然因此穿孔了！去医院检查，
医生诊断建议，康复期半年，
这期间尽量不要再坐飞机。但
工作出差不得不继续，于是一
年前，出行乘坐高铁成了我被
迫接受的一个选择。

这算是与高铁的缘起吧！
之后的感觉更像有人说的，上
帝再给你关掉一扇窗时，却会
给你打开另一扇窗！当无法坐

飞机时，却开始渐渐发现了高
铁的美好。各地的高铁站几乎
都是崭新的，其中相当一些豪
华和舒适程度不输给机场。这

里上车前没有那么复杂的安
检程序，也没有那么多禁止携
带的物品，但却也能够完善
保护我们的安全。车上座位

舒适，无聊了可以随意在走
道溜达一会，偶尔看到来回
奔跑打闹的孩子，也可以为
旅途增加些情趣。我更喜欢
靠窗的位置，一路车程，说不
定什么时候就能抓到一幅美
丽的风景。

车上就是一个小世界，总
能发现点滴的美好，高铁上的
人们既保持了绿皮火车中，彼
此陌生，却能畅聊一路的爽
快，又继承了飞机上大家各落
其位，文明有序的现代感。让
人总会感慨，时代总是在传承
中进步着！

上次回家，一时想不起给
小侄女带什么礼物，看到高铁
上卖的高铁模型很喜欢，就买
了俩，一个自己留着，一个送
了小侄女，忽然又想起家里却
没有一个飞机模型，不由感
慨。

□孙玉 济南西车辆段
工作人员

越来越精致的城市，太过
繁复的灯火，让星星和月亮，
变得陌生而冷漠。我们的顾
盼，已经习惯了霓虹灯，夸张
而笨拙的颜色，在喧哗之中，
人们变得寂寞。

取出你的火车票，那是你
和我的契约，带着你的行李，
登上高速列车。让车窗外的风

景，像彩笔一样抹过，道路和
汽车纷纷后退，农舍和田亩旋
转倾斜，仿佛往昔的岁月，开
始缓缓回溯。

当喧嚣变成宁静，喟叹化
作思索，陶醉之中，与一只有
力的手，紧紧相握。

那么，让耳畔重新驰骋金
戈铁马，重新响起，唐朝铿锵
的吟哦，诗句如掷出的卵石，
击碎了水中倒映的亭榭，涟漪
阵阵，在它推开了窗口，享受

心灵另外的季节：在森林里穿
行的风呵，掠过枝梢，掠过挂
在枝头的浆果；沿着风的扯
动，沿着飘扬的马鬃，那一匹
赤兔马，在夜晚追逐远去的歌
声……

过道上乘务员的笑脸，一
闪而过，耳中响起装饰着卷舌
音的广播，报告一个城市的抵
达，和另一个城市的穿越。

坐在时间的河流上安心
感受，守护你的人还有许多。

他们布满在铁路沿线，认真
进行着自己的工作。从一丝
一毫，到一分一秒，一切都被
计较、分别。他们遵守复杂的
纪律，执行安全的种种法则。
无 论 烈 日 之 下 还 是 风 雨 之
中，他们总是那样从容而执
着，黑夜之中，也有无数警惕
的眼晴，寻觅细微可疑的线
索。

一群不一样的人，造就了
不一样的中国高铁。

□宋志凌

京沪高速铁路工程国内关注，
举世瞩目。它设计标准高，质量要求
严，作为总工，井永军知道自己肩上
的担子有多重。他工作的京沪高铁
济南枢纽济沪南联络线及济南站相
关工程地处济南闹市区，施工场地
狭窄，涉及管线密集，配合单位多，
施工过度繁杂，工序环环相扣，加之
既有线行车干扰，压力重重。

为早日开工，他带领技术人员
吃住在工地，白天深入现场徒步勘
查，晚上还要组织编制施组。进点
后，井永军制定了18项安全管理制
度，并针对经十路框架桥和地区车
辆施工重点深入调查，准确掌握了
工程安全管理、质量管理的卡控重
点。对旋喷柱、挖孔桩施工、既有线
施工防护、临时平过道及公路交通
疏导、高空作业等重点部位，加大了
过程监控和安全隐患的排查，筑牢
了第一道安全防线。自去年11月以
来，他们在营业线上连续要点施工
1800余次均安全正点，未发生一起
行车事故和施工安全事故。

在中铁十局工作的12年里，井
永军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家庭却有
诸多亏欠。井永军的家距离京沪高
铁施工驻地不到15公里，但他时常
过家门而不入，每天都是打电话问
候家人。父亲瘫痪十多年，母亲也有
高血压、风湿病，照顾二老的重担就
全落在了他爱人身上。

牺牲和奉献！正是基于这种精
神，井永军才能如此投入的忘我的
工作，无怨无悔。知恩和报恩！正是
基于这种理念，井永军才能如此舍
小家为大家，做感恩企业的人。

□安国强 信长森

1988年7月，刘志坚从上海铁道
学院工民建专业毕业进入中铁十局
工作，21年的时间从见习到教授级
高工，从技术组长到中铁十局京沪
高铁指挥长，他工作的脚步一刻也
没有离开过铁路工地。

由中铁十局承建的京沪高铁土
建三标跨铁路部分的7座桥梁工程，
总长度18 . 82公里，该项目管理跨度
大，安全压力大，施工难度大，地方
事宜极其复杂。2009年2月，刘志坚
临危受命担任中铁十局京沪高铁土
建三标指挥长，他以京沪高速铁路
公司四个“标准化”要求为主线，制
定了各种管理办法27个，实现“迅速
进入工作状态，迅速掀起施工高潮”
要求。

为把京沪高铁建成世界一流的
高速铁路，指挥部制定了质量管理
办法，周周有通报，月月有考核，确
保规范作业，确保工程创优。刘志坚
不仅对参战员工、协作队伍强化安
全意识教育和安全知识培训，构建
以“生命至上、安全为天”为核心的
企业安全文化，更紧抓“安全措施到
位、专职人员到位、防护到位、安全
投入到位、检查到位”，确保了施工
安全有序可控。

中铁十局承建的京沪高铁土建
三标跨铁路部分的7座大桥均实现
了安全生产零事故。其中黄河南引
特的大桥、跨津浦铁路特大桥、大汶
河特大桥、泗河特大桥分别获得了
京沪高铁建设济南指挥部“绿色通
知单”奖励和嘉奖。

由于点多线长，安全压力大，控
制工程多等特点，中铁十局京沪高
铁土建三标工程也异常紧张。按照
确保“架梁通道”的原则，指挥部还
对大节点目标、关键控制区段，特殊
结构桥梁施工等均明确了节点工
期，明确了节点工期，明确了主攻方
向和阶段任务。“对影响工期、铺架
的关键点必须关死后门！”刘志坚身
体力行亲自抓生产。跨津浦铁路特
大桥约7公里的桩基因征地拆迁无
法施工，为扫清障碍，他深入现场、
重心前移，靠前指挥，组织专门拆迁
小组，专车、专人，全力以赴解决了
张夏、青北村、义灵关三大难点。从
征地拆迁和三电迁改到这段工程竣
工仅仅用了4个月完成。

□李毅 28岁 济宁市
邹城人 在上海工作

上大学时，我选择了遥
远的海南，每次寒暑假开学放
假，漫长的旅途总是枯燥而无
味，为了打发时间，我开始慢
慢让自己喜欢上了火车，从而
走上了火车迷的人生，那时候
我总在想什么时候火车可以
更快点，能让我快点到家。

2010年我参加工作，选择
了上海，从海南到上海，虽然

离家近了，但也只能两三个月
才能回家一趟，坐火车单程最
快也要12个小时，两天双休的
时间总要有一半消耗在火车
上，每次到家总是匆匆而来，
匆匆离去，妈妈做的可口饭菜
我还没有尝够。

那时候看新闻我了解到，
家乡正在建设京沪高铁，建成
之后，从上海到家只需要三个
小时。

2011年6月30日京沪高
铁开通，时速300千米的高速

动车组开始运行，从上海虹
桥 站 到 我 家 附 近 的 曲 阜 东
站，只要三个小时，比我原来
坐普速火车快了9个小时，省
了将近一个晚上的时间，我
给家里打电话，告诉父母这
个消息，父母让我趁周末回
来，在网上购好了车票，因为
是回家探亲，公司领导允许
我提前下班，到火车站乘坐
下午三点多的高铁，三个小
时的旅程显得太短暂了，到
站后，父亲在出站口等着我，

“孩子，这车太快了；走，咱赶
紧 回 家 吧 ，你 妈 快 做 好 饭
了。”到家后，妈妈已经摆好了
丰盛的晚餐，一家人围坐在饭
桌前吃饭时，电视里响起新闻
联播开始的声音，这才七点
呢。

一家人聊聊家常，我品尝
着妈妈做的晚饭。父母说到，
这高铁太方便了，以后我们去
上海也方便了。

京沪高铁，因你，我离家
更近了。

京京沪沪高高铁铁 让让家家更更近近

井永军：

在创新中奉献

刘志坚：

情铸铁路痴心不改

坐坐高高铁铁，，高高端端大大气气上上档档次次

高高铁铁遐遐想想

孙凯武在高铁上拍到彩虹美景。 图片由孙凯武提供。

李毅与高铁列车合影留念。图片由李毅提供。

编者按：6月30日，京沪高铁开通三周年。三年间，高铁改变了很多人的出行习惯，加快了很多人的生活节
奏。为此本报特开通“京沪高铁三周年·我与高铁的故事”专栏，请旅客和高铁工作人员讲述他们与高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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