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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航机组车队长陈德动：

开开车车和和开开飞飞机机一一样样，，要要““走走心心””

经验丰富的陈德动还在“内
场”开过两年的机组车。“外场”的
机组车只能把机组送到候机楼，
机组人员通过安检进入机坪后，
就需要“内场”机组车“接力”把他
们送到飞机旁。“以前山航还有
CRJ飞机，那种飞机比较小，没法
对接廊桥，只能靠机组车把机组
成员送到远机位。”陈德动告诉记
者，内场不同于外场，行驶路程虽
然短，但机坪上有地服、机务、清
洁队、货运等等各色人员；更有各
种各样的车辆以及众多的飞机，
必须格外注意行车安全。每辆车
都有严格的行驶路线，必须按照
规定操作。

采访途中，调度室的电话突
然响起，陈德动立马接起：“您好，
这里是车队。2点20分落地，再过
15分钟吧。好的，再见。”原来是其
他部门询问航班时刻，几点有接
机组回市里的机组车。陈德动告
诉记者，别看这个调度室不大，却
掌握了山航所有航班的时刻信
息，每隔一会就有其他部门的同
事打电话来询问，陈德动总是不
厌其烦。“其实也没什么，都是些
微不足道的小事。”

除了电话，陈德动手边总拿
着一个对讲机，时刻关注航班动
态，一旦有提前到达的机组或是
出现特殊情况，他总能第一时间
调度车辆。“一个人老呆在这个小
屋里，会不会觉得闷？”面对这个
问题，陈德动笑称，电话、对讲机
响个不停，有这么多人陪他聊天
怎么会闷。每个执行完任务的司
机返回车队后都会到调度室报到
或领取下一个任务的单据。单据
上，陈德动一字一句抄写上航班
信息以及机组信息，方便司机接
送机组。司机师傅们来了都会跟
陈队长聊上几句，开个玩笑，调度
室里笑声阵阵。司机们频繁进出
调度室，让这个本就不算暖和的
小屋子卷进阵阵寒风。尽管如此，
陈德动还是高兴：“屋子虽然冷，
大家的心是热的。”

下午2点，来接替陈德动的牛
峰队长准时来到调度室。陈德动终
于可以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回家
了。牛峰说：“我们俩的家都住在济
南大西边，段店附近，每天来机场
路上就要2个多小时。现在陈队长
下班，到了市里正赶上堵车的点，
到家估计要晚上五六点钟了。”

记者采访结束时已是下午4

点，陈德动交接完班却还没有回
家。“今天不回家了，明早要开会，
晚上就在这住下了。”陈德动淡定
地回答记者的疑惑。工作虽然辛
苦，不见陈德动丝毫怨言。“安全保
障机组往返，就相当于保障咱旅客
的利益。我觉得我干的也是一份很
有意义的工作。”陈德动自豪地说。

链接

对讲机、电话铃

调度“小屋”挺热闹

奔波在路上

只为保障航班正点

寒潮来袭，一夜北风。1月
7日，入夜后的济南气温骤降，
寒风刺骨。凌晨4点35分，这座
城市还沉浸在酣然睡梦之中，
山航最早一辆接送地服人员
的中巴车已经从济南儿童医
院出发，沿着空荡荡的大街，
前往遥墙国际机场。沿途地服
人员陆陆续续地上了车，伴着
昏黄的路灯和天边一轮冷月，
车上的乘客再次进入梦乡，只
有车前方司机师傅在四下悄
然中全神贯注驾驶，这是他们
一天工作的开始。

时针往前拨回35分钟。凌
晨4点，陈德动一骨碌从温暖
的被窝里爬了起来，没有在寒
冷冬日早起过的人恐怕很难
体会这种“熟练”背后的不易。
他迅速收拾好床铺，洗漱，打
开电脑，查阅正在路上行驶的
机组车的信息。“这一班是负
责接送最早到机场的地服人
员的，每天早上4点35分在儿
童医院发车，我主要负责对车
辆在路上行驶进行实时监控
以及调度车辆，有时遇到特殊
情况车辆需要绕行不熟悉的
道路，我就会在这里一边看着
卫星地图一边电话指挥司机
师傅们绕行。”陈德动边盯着
显示器，边向记者介绍他的工
作。

陈德动是山航彩虹汽服
机组车队长。空间并不算大的
车辆调度室里，虽然有一处暖
气，但陈德动还是穿上了厚厚
的大衣，依偎在暖气片旁。凌
晨4点，太阳未出，寒气浓重，
陈德动仍然觉得冷。凌晨4点
35分，第一辆车已经出发，但
这不是陈德动一天工作的开
始，早在前一天下午，他的工
作就已经开始了。

4点35分，从儿童医院到
机场；5点05分，从山航大厦到
机场；5点15分、6点20分……
陈德动向记者展示着他所调
度监控的机组车辆的信息。几
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车辆
发车，往来于市区和机场。从
凌晨4点35分第一辆车发车，
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35分最后
一辆机组车把最后一趟航班
的机组成员安全送回家，车队
这一天的工作才算完成，陈德
动才能够放松下来，好好休
息。每次值班，他的夜间睡眠
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说不
困那是假的，但是时间久了也
就习惯了。”陈德动说。

班车也怕坏天气

遇备降忙而不乱

监控凌晨最早一班车跟
午夜最后一班车，需要早起晚
睡，但陈德动坦言，这还算是
比较轻松的时候，白天的车辆
其实才最考验整个机组车队。

山航彩虹汽服在济南基
地一共有21辆机组车，除了凌
晨4点35分那一班接地服人员
到候机楼外，其他车辆全部负
责接送执行航班飞行任务的
机组成员。为了保证车辆使用
效率，陈德动仔细研究航班时
刻表，让机组车尽量不空跑。
一辆车把一个机组送到机场，
紧接着接另一个结束飞行任
务的机组回市里，一来一回，
车辆就充分利用起来了。

和飞机一样，一旦遇到恶
劣天气，机组车队就忙得不可
开交。

陈德动回忆，去年有一
天，北京、石家庄、天津等地遇
到雷雨天气，济南机场是这些
机场航班的备降机场，陈德动
清楚记得，那一天忙得连饭都
没吃上一口。“因为是备降机
场嘛，我们公司飞这些地区的

航班全都来济南备降了，一下
子打乱了机组车排班计划。”
陈德动说。没有办法，只能临
时制定计划，调度所有车辆，
甚至经过机组同意后采用“拼
车”的方法，每辆车一趟又一
趟地接送着机组，这才解决了
这场突如其来的忙乱。

如果只是负责机组的接
送还不算什么，陈德动说，那
次他们还负责调度大班车接
送旅客。因为车队只有调度室
里一个电话外线，调度室就成
了整个车队的“中枢大脑”。陈
德动说，那天正在忙着调度车
辆接送不断前来备降的机组，
突然接到地服部的同事打来
的电话，需要调度大班车去接
送旅客。陈德动二话没说立马
联系班车组的工作人员。“航
班备降到咱济南了，都是咱们
公司航班上的旅客，把旅客接
送到酒店入住，这是我们应该
做的。”陈德动说。

类似的经历并不鲜见，陈
德动直言，有时候忙到“无人
可用、无车可用”时，他就自己
上阵开车。但是因为调度室离
不开他，此时的他只好把调度
室的电话转接到自己的手机
上。

十年行驶40万公里

为抗震救灾出全力

陈德动能够担任调度车
队，离不开他老练的驾驶技术
和丰富的经历。

陈德动是一位有着十多
年驾龄的老司机。2005年，陈
德动来到山航成为一名司机，
到现在已近十年。十年间，陈
德动无数次往返于济南市区
和机场，累计行驶超过40万公
里，没出现一次重大安全事
故。很多机组成员都对“陈师
傅”印象深刻，觉得坐他的车
既舒适又安全。

十年跑了40万公里，这是
一个怎样的概念？济南机场距
离山航办公大厦将近30公里，
加上接送机组的站点，单程大
约40公里，一个来回80公里。
陈德动十年间总共跑了5000
次济南机场往返市区。除去法
定节假日和休息日计算，10年
来平均一天两个来回。

陈德动告诉记者，他当机
组车司机的时候，每次发车前
都要仔细检查车辆的状态，行
驶过程中一定全神贯注，在保
证安全的情况下准时把机组
接送到目的地。“车上坐着都
是咱们的飞行员、空乘跟安全
员，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跟
准时，才不会影响到航班的准
点。”陈德动话语朴实。

虽然是经验丰富的老司
机，陈德动直言，开车其实跟
开飞机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怕
恶劣的天气。开车时尤其不想
遇到冰雪天气或是大雾天气。
路面结冰、大雾看不清，遇到
这些特殊情况，车辆很难行
驶，高速公路也会封闭，只能
走“小路”。这个时候，就更要
集中注意力了。“下面的‘小
路’不同于高速公路，很多小
路口经常会突然出现一些骑
电瓶车的村民，不少人安全意
识比较淡，加上天气不好，如
果车速过快，经常会突然大脚
踩刹车，这样很危险。”陈德动
一字一句地解释。

沉稳、老练的驾驶技术练
就了安全行驶40万公里的陈
德动。2008年“5 . 12”汶川大地
震，山航迅速参与了救灾物资
以及救援官兵的运送任务。作
为航空公司的车队司机，陈德
动也全力参与。陈德动回忆，
地震发生后一两天，他们接到
任务，除了保证正常运行航班
的机组接送外，还要接送专门
执行救灾任务的机组成员。当
时的工作量超过平时的一倍
还多。“以前每天跑三个来回，
救灾那段时间每天跑七八个
来回，从早跑到晚，一天下来，
两只脚都酸了。”陈德动说。救
灾不能耽误更不能等，那时候
他晚上住在机场，白天跑在路
上，“那段日子，每天至少开
700公里。”

除了开车，平时陈
德动还喜欢骑摩托。

在调度室，陈德动的对讲机时常响个不停。

如果说航空公司是
一个体系庞大、高速运转
的机器，除了乘客能直接
见到的机长、空姐，后方
还有许多容易被忽视的
小小“螺丝钉”在为保障
良好运作而出力。在路
上，在机场，您经常能看
到印有“山东航空公司”
字样的中巴往来，那是山
航用于接送机组成员的
机组车。机组车司机师傅
们，比最早一班起飞的机
组成员起得早，比最晚一
班落地的睡得晚。碰到飞
机备降等特殊时刻，要保
证及时接送机组成员往
返，司机们和机长们一
样，压力巨大。“披星戴
月”“风雨无阻”对他们绝
非文学化的修饰，而是真
实工作状态的准确形容。

文/片 本报记者 白新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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