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很多人都知道，“120”是生命热线，保障着
急、危、重症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救治，化险为夷。

如果说“院前急救”是一支佑护生命的先
锋队，那么“120”调度员就是这支队伍里需要
时刻保持高度警觉的卫士，邵慧玲就是他们
其中的一个。在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邵慧玲是一个干了 12 年的“老调度”。在工
作上，邵慧玲经验丰富、指挥有力、协调高效，
而对“120”调度员这一职业的苦辣酸甜感受
也最深。

“很多人说调度员不就是接听电话吗，有
啥难的？”邵慧玲说：“其实这真是个技术活，调
度员处在急救最前沿，接诊、问诊、跟踪、监督

哪个环节出了差错，都会影响院前急救质量。”
刚做“120”调度员时，邵慧玲整天手拿地

图一边背，一边“按图索骥”满大街的转，硬是
在 20多天的时间里做到了一般人需要 3个月
才能做到的“地图在脑中”。现在随便说郑州
的一个地方，邵慧玲都能脱口而出其具体位
置，并且能根据路况、拥堵程度等给出合理的
到达路线。

“一般人的工作节奏可能是分钟、小时，
而 120 调度员的工作节奏是秒。”邵慧玲说：

“‘时间就是生命’我们感受最深，我们 120 现
在平均摘机速度保持在 2 秒，平均派诊速度
保持在 56秒。并且要 24小时保持高度警觉，
目前平均每天要接 400 多个呼叫电话，压力
确实很大。”

“生命相托，责任重如泰山。”刚开始独立值
班不久，邵慧玲就接到一个急救电话，“120快
来！有人晕倒！大石桥！窨井！”之后就没音了。

邵慧玲考虑到情况紧急，就派郑州大学
一附院和二附院的救护车分别赶往大石桥。
很快信息反馈过来，没见到晕倒病人。她一
边拨打 119 电话求助，一边告知急救人员以
大石桥为中心向四个路口寻找打开的窨井
盖。救护人员很快在路口附近人行道上发现
一打开的窨井盖，里面有人晕倒，在消防队员
的协助下，两名工人及时获救。事后了解，正
如邵慧玲所料，一名工人进入窨井疏通管道
晕倒，另一名工人下去救助时紧急呼叫 120，
但还未来得及说清地址就晕倒了。

“作为佑护生命的急救卫士，我们有职业

使命感和荣誉感，但其中也有说不出的委屈
和无奈。”邵慧玲说：“我们经常会接到不堪入
耳的骚扰电话，往往会把初干调度的小姑娘
气得直哭。”

“我学过心理学，是国家二级心理师，面
对误解和委屈，我会自我调节，对辱骂不回
应，坚持只问急救需要的信息。”邵慧玲说：

“我也会宽慰同事，辱骂就像送礼，你不接受，
礼物还是他们的。况且，对我们来讲，生命至
上是需要恪守的职业信条！”

闲暇时，邵慧玲喜欢写诗。她曾经写过
一首《调度员诗赞》：“不管冬夏与春秋，调度
台前忙依旧。电话声声催促急，分秒必争生
死救。多少青春东逝去，无怨无悔胸中留。”
她说，这是“120”调度员的真实写照。⑨7

世界那么大 他们只守护自己的天下

“五一”来临之际 向劳动者致敬

在中信重工采访，结识了张其生。4 月
15 日，中信重工举行“亚洲最大的高端电液
智能控制产业基地投产仪式”，这个资深变
频技术专家，一下子进入记者视野。

那天的张其生可以说是最忙的人：他陪着
董事长任沁新，一拨一拨，分别给洛阳市委书
记陈雪枫等一众领导、给中信重工的高端客
户、给战略投资者和劵商代表、新闻媒体一
遍遍地讲他们的变频之路，讲中信重工关于

“智能制造智慧工业”的探索和实践……在一
个“智慧工业概念模拟装置”前，陈雪枫被他描
绘的一种“智能机器管理系统”吸引了，一连说
了好几遍：“这个好！你们把它弄到井下采煤

工作面上，肯定受欢迎，煤矿最需要这个了！”
陈雪枫是干煤矿出身，临走他还不忘交代：“你
们去永煤弄个工作面，我给你们牵线，弄好了
就为煤矿生产解决了大问题！”

说了半天，还没告诉你张其生到底是何
许人呢。张其生，我国变频领域的资深专
家，2012 年，为实现中信重工董事长任沁新
提出的“发展变频事业，在世界强手之林，为
中国制造谋取一席之地”的战略梦想，以领
军者身份加入了目前国内堪称“豪华阵容”
的中信重工变频器研发团队，现任中信重工
副总经理，专门负责中信重工的变频研发，
负责中信重工由传统机械制造向电力电子
行业转型的技术开发。

中午在员工餐厅用餐时，我有意坐到了

张其生对面。问他：“通俗点讲，到底什么叫
变频技术？传统机械制造和电力电子行业的
根本区别在哪里？拥有大型装备制造优势的
中信重工为什么要进行这种跨界作业？”

张其生思索了片刻，他说：“还是用我们
董事长的比方给你解释吧，我们都知道，中
信重工是装备制造的龙头企业，制造能力很
强大，可以说凭借自己独一无二的装备制造
资源，中信重工什么样的主机、什么样的钢
铁巨人都可以造出来。这一点也是过往中
信重工手中的制胜法宝。但是，对于今天而
言，这些强壮的钢铁巨人已经落伍了，它们
的致命缺陷，就是四肢发达没有头脑。而变
频技术，就是要给这些钢铁巨人安上一个聪
明的大脑，让它们变得轻灵、高效、精准，在

运行中不仅可以实现节能降耗，而且可作为
智能化的接口系统，直接进入智能化网络。”

张其生兴奋地告诉记者，他们现在已经
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从 2012 年年底变频
器项目启动，到 2013 年 4 月大功率高压变频
器矢量控制性能试验取得成功，再到 2014 年
4 月澳大利亚中澳铁矿 9 台套高压变频器设
计完成，中信重工变频器产品进入国际高端
矿业市场，同年 6 月，年产 250 万吨球团工程
出口中东，中信重工球团厂风机专用变频器
实现批量订货，再到今天，这个亚洲最大的
高端电液智能控制产业基地投产，张其生信
心满满地说，“我们可以预言：未来中信重工
生产的每一台主机都将实现智能化，且终将
走进世界每一个角落。”⑨7

在影视片中，公安局技术人员提取案件
现场中的可疑物，然后运用先进的 DNA 技
术进行检验鉴定，为破案提供宝贵有价值的
证据，郑州市公安局犯罪侦查局 DNA 室就
是这么一个神秘的地方。

很多人不知道吧：是 10 多个警花撑起
了这个全省最大的 DNA 信息库，还担负着
年均 2600 余起案件中送检物的检验鉴定，
遇到恶性重大刑事案件，女警们还要亲临现
场。她们的工作紧张、细致，和影视中一样
精彩，今年这些警花们还获得了省级巾帼先
进集体称号。

黄书琴是这一群“警花”中的大姐大，她
看上去娇小羸弱，然而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

却很不一般。2013 年郑州 107 国道段路边
一水沟内有路人发现一手提箱，黄书琴出了
现场，开箱后竟是一具女性躯干，顶着扑鼻
的恶臭在腐尸上取样，细心的她又从手提箱
上获取到了另一个人的生物检材，两份 DNA
数据很快出来，与抛尸地附近派出所联系
后，警方还真在失踪人员家系提供的 DNA
样品中找到尸源，案件很快告破。

DNA 室的张颖颖是个年轻的小姑娘，个
头高挑、性格活泼，工作才两年时间。去年
秋季发生在郑州市惠济区张定邦村的一名
女大学生返校途中失踪案曾轰动省城，一度
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张颖颖和她的姐
妹们临危受命来到该村，在嫌疑人家仔细勘
察，终于在客厅沙发背后找到一根毛发，经
检验与抛尸现场提取到的 DNA 信息同属一

人，案件顺利告破。
DNA 技术是刑侦工作的利器，在侦破一

些复杂疑难案件中，它显示出了无可替代的作
用，近几年来郑州市公安局在拓宽 DNA 技术
的应用方面，走在全省公安同行的前头，跃入
了全国的先进行列，这就是继建立了 DNA 有
前科人员数据库后，又率先启动与之相适应的
家系信息库的研发，学名叫“Y”库。

去年“Y”库建设初具规模，女警们选择
了一起早在 20 多年前发生在巩义市芝田镇
久侦未破强奸杀人案，那时 DNA 技术还未
得到运用，巩义市公安局一直存放有该案嫌
疑人的现场检材。利用目前先进的 DNA 技
术很快就从这份检材中获取到了相关数据，
这个数据与当前的“Y”库里一个与案发地相
邻村镇的家族生物图谱数据一致。技术员

们再进一步检测有别于家族常染色体中的
个人性染色体，很快就确定了当年的疑犯。
当警察找到这名嫌疑人时，他还认为警方根
本没什么证据，是他自己多年一直受良心的
谴责，想彻底解脱才如实招供的。

姑娘们天生爱美，二三十岁的年龄，鲜
花绽放的盛季，也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
然而这些 DNA 室的警花们，常年面对的是
血迹、腐肉、精斑、唾液……，参与一些重大
刑事案件的侦破时，往往还要直面让人毛
骨悚然的恐怖与血腥，当谈到这些时，姑娘
们并不以为然。张颖颖说：“每当在检测嫌
疑人的可疑物时，就会觉得案犯离我们很
近，在提取检验物证过程中，感觉更强烈，好
像就在聆听着这些‘沉默证人’无言的诉
说。”⑨7

她静若清池，动如涟漪：列车运行中，她
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温馨似蜜般在无声
地流淌；工作岗位上，她的一颦一笑，亲切动
人，始终如一地发自内心。她叫沈琳琳，郑
州客运段高铁一队优秀列车长，乘客们眼中

“盛开的高铁花”。
高铁服务员，这是一份高度紧张而又周

密细致的工作。每次出车，都要例行巡视车
厢，检查车内设施设备：灭火器、破窗锤、列
车食品、“红十字”救护箱……旅客放行后，
她们笑迎来客、调整行李、保持车厢通畅整
洁……列车行进中，全程站立或行走巡视自
己负责的车厢，时刻关注是否有旅客需要帮
助……而作为一个列车长，肩上的担子更是
有千斤重。

沈琳琳在列车上已经服务了 18 个年
头。18 个春夏秋冬，沈琳琳在列车长岗位
上，秉承这个集体“诚心在待客上、微笑在
工作中、热情在解难上、细致在点滴中”的
服务理念，对工作奉献严谨 ;对生活追求热
爱 ;对同事真诚无私 ;对旅客亲情守望。她
所带领的乘务班组团结、拼搏、和谐、向上，
18 年来，一以贯之地收获了旅客无数的赞
誉好评。

通过服务旅客展现中原高铁新形象，是
沈琳琳追求的目标。在岗位上的每时每刻，
她对自己、对车队的唯一要求是：“细致入微
观察到位，贴心服务暖人心扉。”今年 2 月 9
日，她担当的 G4742 次列车刚从广州南站
开车，3 车 4F 座位一旅客不停翻找自己行
李的不寻常表现被乘务员发现了，乘务员
赵青主动上前询问，得知该旅客转车时将

一件重要行李遗忘在刚乘坐的 C6212 次列
车上了。沈琳琳接到赵青报告后，迅速联
系到 C6212 次列车乘务车长，并辗转找到
了遗失物品。该旅客在拿到行李时，感激
不停地对沈琳琳说：“那里面装着孩子出国
需办理手续的所有证件，不是你们帮忙，真
的要误大事……”

还是今年，2 月 24 日，春运期间，她担当
的临客 G4741 次列车突遇大客流，面对特
殊情景，沈琳琳沉着应对，在执行乘务中一
直对重点岗位、重点区间、重点人重点巡
视，一再叮嘱安全注意事项，随时消除不安
全不稳定因素。当时，旅客把乘务员围得
水泄不通，有要座位的，有要吃饭的，有要
看病的……沈琳琳沉着冷静，运筹帷幄，带
领乘务员耐心地把旅客一一安顿下来。刚
安顿好大伙，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一个发

着高烧不停哭闹的婴儿，又焦急万分地朝
沈琳琳奔来。沈琳琳一边安慰年轻的母
亲，一边凭借平时积累的医护知识，终于使
婴儿高烧渐退，慢慢安静下来。这趟车，她
从开车一直忙到晚上 9 时 30 分，在车厢整
整站立服务了 6 个半小时，夜里回到广州南
公寓，沈琳琳累得饭没吃一口，也顾不上洗
漱，拖着站肿的双腿一头扎在床上就睡着
了。

这样的劳累，这样的服务，在沈琳琳她
们已经是家常便饭。沈琳琳说，乘客满意的
笑脸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虽然值乘很辛
苦，但是每天看到自己的工作得到乘客的认
可，内心深处的感动和成就感是难以言说
的。”虽然是老资格的列车长了，但沈琳琳
一说到乘客，一说到自己的工作，脸上还是
不由自主地会泛起激动的光晕。⑨7

当农村的年轻人争先恐后涌进城市时，
信阳郝堂村的朱菊却选择主动回到老家，加
入到建设乡村的队伍中来。她在村里开荷
塘、建网店、办书吧、成立青年创业社，终日
忙碌在茶园、溪畔、田野、山间。朱菊说，能
亲手参与家乡建设，看着她一点点变美，是
一件幸福的事。

四月底的信阳，正是采茶卖茶的忙碌
时节，朱菊和她的小伙伴这段时间格外忙，
采茶，炒茶，还要维护网店“郝堂茶人家”。
朱菊所在的郝堂村是信阳毛尖的主产地，
但过去茶叶没有品牌、包装，价格卖不上
去。两年前，朱菊找人设计了商标和包装，

提高了茶叶的档次，打出了郝堂村绿茶的
品牌，茶价翻了一倍。茶叶好卖了，她们没
有忘了茶农，组织了茶叶合作社让村民也
得到实惠。

1987 年出生的朱菊原本学的是旅游管
理专业，毕业后在杭州找到工作，但她不太
满意大城市的工作节奏和生活压力，干了不
到半年，朱菊辞职返乡了。朱菊说，家乡的
山村很安静，有山有水，空气也比城市里好
许多。“乡村环境很符合我的性格。”2007 年
回乡后她应聘大学生村官，从此就在老家扎
下了根。

作为一个在郝堂村长大的孩子，她对
家乡的贫困很痛心。前些年，村里的年轻
人大都外出，村内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房

屋 破 败 ，曾 经 美 丽 的 小 山 村 变 得 衰 败 不
堪。朱菊回乡正好赶上郝堂村进行美丽乡
村建设，村庄进行原汁原味地修复，改善环
境、改造房屋、发展生产。“我是郝堂的孩
子，把郝堂建设得更美丽，是我义不容辞的
责任。”

村里建好了茶室，但没有人会茶艺，朱
菊主动学习考取了茶艺师，到茶室里接待客
人。她和小伙伴姜佳佳注册了合作社，并组
建青年创业社，一起参加公益创业大赛赢回
了 10 万元基金，利用这笔资金，她们在村里
发展了 150 亩荷塘。每到夏秋季节，这 100
多亩荷塘成了远近闻名的景点，吸引了众多
市民前来游玩，村里的农家乐也因此火了，
荷塘产的莲蓬也不愁卖了。

建设乡村，不光是外在的景观建筑，还
有文化的潜移默化。她看到村民闲时爱打
麻将，就琢磨着建个书店。村边污水处理中
心上修建有一栋轻钢结构的房子，外观很漂
亮，她就和伙伴姜佳佳一起把它租下来，改
造成了一间书吧，取名岸芷轩，这里既可以
看书，也可以喝茶，还可以播放公益电影，免
费为村里的小学生上茶艺课、手工绘画课。
如今的岸芷轩成了郝堂一景，变成村民交流
的公共场所。

朱菊说，每个人对故乡都怀有深厚的感
情，都希望她变得更好。郝堂村如今成了远
近闻名的秀美山村。朱菊说，郝堂的发展有
返乡年轻人的一份功劳，是他们激活了农
村，让乡村重新看到了希望。⑨7

中信重工研发生产的高压变频核心集成电路板（PCB）。

他想让中国制造走遍世界
□本报记者 史家轩

她们在聆听“沉默证人”的诉说
□本报记者 樊 霞 本报通讯员 彭天增

DNA室技术员（左）在案发现场提取检测物。

她在高铁上把服务做到了家
□本报记者 杨万东 本报通讯员 李怀颖

这是车厢里的外籍旅客，对沈琳琳车长的工作表示感谢和赞扬。

她愿建设守护最美的乡村
□本报记者 陈 辉

正在采茶的朱菊。

她是生命相托的先锋卫士
□本报记者 闫伊默 本报通讯员 徐淑玲

邵慧玲的工作节奏以秒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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