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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

总是看不清楚时光的模样，直到每个年终
岁尾，蓦然回首，黯然心惊。

总是描绘不出空间的距离，直到坐上一趟
高铁，未及回味，已经抵达。

此时，年节的喜庆气氛已渐浓郁，多少中国
人的手机里已经预订好了一张高铁电子票，等
待着启程回家或远行。

想起 16年前的春天，在北京城里晃悠等待
一份工作的我，接到河南日报报业集团的召唤，
就迫不及待地坐上动车，回到家乡。在扑面而
来的乡音里，感到久违的温暖和踏实。

很快，新同事入职培训的时候，见到董娉。
如果说那时的我已经注定要在文化领域里

耕耘，而她，似乎还不确定未来的方向。她大概
不会预见到，若干年后，她会从事铁路行业的新
闻报道，从见证者到亲历者，从文字到视频，从
纸媒到新媒体，不断书写精彩的“我与高铁的故
事”。

“咱们可以聊一聊，这 10多年我作为记者
见证了河南铁路建设和发展，深有感触。”

她爽朗地笑着，白皙的面庞，利落的短发，
一身时尚的休闲装束，几乎看不到时光在她身
上留下的痕迹，更看不出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
亲。

我们约在报业大厦一楼的大河书局，在明
净的落地玻璃窗边面对面坐下。有那么一瞬
间，我忘记了自己的采访者身份，几乎要脱口而
出：你记不记得 2004年我们刚到报社的样子？
怎么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

但我还是忍住了。是直觉告诉我，她在奋
力地向前奔跑，几乎无暇回头，无暇慨叹流逝的
时光。

她兴奋地说起 2019年 12月 1日那天的故
事：当天，郑渝高铁郑襄段，郑阜高铁，京港高铁
商合段三条线路同日开通，结束了南阳、平顶
山、周口等地不通高铁的历史。她也迫不及待
地带着 90岁的姥姥坐上高铁回老家——南阳
方城县。

“其实同行的不止姥姥，还有我的妈妈和我
三岁的女儿，我们是四代‘闺女’回娘家，感慨特
别多，无奈新闻里写不下。”

她是如此清晰地记得，30多年前，那个懵
懂又调皮的小女孩，是怎样在每个寒暑假，天不
亮，就跟着妈妈，辗转坐上汽车，经过将近10个
小时的颠簸，回到方城县。她被放在姥姥家里，
直到假期结束，妈妈才来接她，她们再次踏上颠
簸的路途。

老屋前，清澈的水流，高大的黄楝树，夏日
的蛙鸣，冬日的寂静，和街坊邻里淳朴的笑容，
一起印刻在她的记忆里。

这次乘首趟高铁G4051回去，1小时 21分
的车程。出站后，她在新建的站房外面又看到
那一张张淳朴的面容，乡亲们把脸紧紧贴在高
铁站玻璃窗上，睁大了眼睛往里面看，每当有高
铁列车急速驶过时，大家频频发出惊叹的声音。

那些面容如此熟悉，即便经过时光的打磨，
依旧亲切。世界仿佛忽然间向他们打开了崭新
的大门，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乡亲们兴奋的心
情溢满了车站，溢满了豫西南，弥散在辽阔的中
原大地。就那么一瞬间，泪水忽然湿润了她的
眼眶。

坐上汽车，穿过拥挤的人流，行驶在崭新的
方城县大街上，回忆着往日的点点滴滴，直到坐
在餐馆里等烩面上桌，一家人还是有一种似在
梦中的感觉。

她想起 2010年 2月 6日，郑西高铁开通运
营时，她作为记者登上首趟列车，那种在大地之
上平稳飞翔的感觉，让她的幸福感也生出了翅
膀。

车厢里温暖如春，她脱去厚厚的外套，一件
黑色的卫衣，胸前的记者标牌格外醒目。一个
转身间，她看到一位外国记者，高高帅帅的小伙
子，她问对方乘坐中国高铁的感受。小伙子跷
起大拇指说：“真棒，一小时走350公里，又这么
平稳，手机竖着放都不倒，真了不起！”这个采访
瞬间被其他媒体摄影记者抓拍到，成为永久的
见证。

2012 年 12 月 26 日，京广高铁开通运营。

那次体验，她又高兴得像个孩子。她两个最好
的“闺蜜”都在北京，曾经，去看她们要坐六七个
小时的火车，更早之前，经常要坐一夜的卧铺。
周末时间紧张，常常要等到长假，才能和朋友见
面。高铁开通那一天，只用了两个半小时，太阳
还未升高，她的身影就出现在北京西站的出口，
激动地给朋友打电话，大声喊着：我来看你们
了！惹得周围的行人都吓了一跳。从此，她在
郑州和北京之间开启了“说走就走”的行程。

2016年 9月 10日，郑徐高铁开通，河南铁
路“双十字”形骨架完成的时刻，她仍在现场。
而前前后后，她往高铁建设工地跑了多少次，采
访了多少铁路工作者，写了多少篇关于高铁的
新闻报道，实在是数不清了。

2019年 12月 1日，她和河南日报新媒体部
的同事一起，策划完成了图文直播“带姥姥‘飞’
回家”。那包含着浓浓乡愁的深情文字，和精彩
图片、高清视频一起，将老百姓藏在心间的、长
久的渴望与期待，祖孙四代人的暖意融融的温
情，对家乡日新月异变化的感叹，和对未来美好
生活的梦想，一一完美呈现，获得好评如潮。

回首往昔，这十余载岁月，让一个大学刚毕
业的“门外汉”，伴随着中国铁路的大发展，中原
大地米字形高铁网络的编织；伴随着传统媒体
的发展和转型，从媒体融合到新业态，完成了自
己的华丽转身，成为一名出色出彩的全媒体记
者。

原来，我们已经用走过的每一个足迹来回
答，时光就是这样一晃而过的啊。

2.他们

2004年！
听到这个年份从高铁公司运输安全部部长

李本的口中说出，我微微一惊。
那一天，天空碧蓝如洗，阳光穿透清冷的空

气，照耀着郑万铁路客运专线项目管理机构四
层白色的大楼。他办公室内的窗台上，一盆刺
梅开得正艳。

从书柜里捧出一本厚厚的大书，《郑西高速
铁路工程总结》，已到知天命之年的他带着自豪
的表情，仿佛所有逝去的岁月都珍藏在里面，翻
开，就能找到完美的答案。

正是 2004年 10月，铁道部成立郑西铁路
客运专线公司筹备组，他从工作了20年的中铁
咨询郑州勘察设计院，被抽调进筹备组。

那时，他心里充满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建
功立业的神圣感。

他见证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国民经济
大动脉，我国铁路存在的运能严重不足瓶颈；见
证和经历了自 1996年起中国铁路的数次大提
速，参与了老铁路的大规模升级改造。

而这一次与以往都不同。他们要在湿陷性
黄土地区修建一条时速 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这将是世界上第一条这样的铁路。

一切都是空白的，没有基础理论，没有工程
实践，没有现成的设计规范和技术标准、验收标
准等，每一步都要在摸索中前行。

在松软的湿陷性黄土上如何铺设钢筋混凝
土的无砟轨道？沉降量控制如何达到毫米级？

更麻烦的是，如何解决黄土隧道大断面开
挖掘进的问题？

秦东隧道，张茅隧道，函谷关隧道等，长度
都在 8公里左右，开挖之前，要做大量的施工技
术、工艺、配套设备研发应用等试验和准备工
作。

从此，便开始了“五加二”“白加黑”的工作
模式，没有节假日的概念，冒严寒，战酷暑，克服
重重困难，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

他不提自己的生活，不谈其中的艰辛，说不
值得提。在十几万人的高铁建设大军中，每个
人都像是海洋中的一滴水，沙漠中的一粒沙，大
地上的一抔黄土，旷野中的一缕风，只有汇聚在
一起，才能产生磅礴的力量，诠释新时代的“高
铁速度”。

曾先后在郑西高铁公司组担任安全质量部
部长、技术装备部部长、工程管理部部长的他，
只谈如何把最先进的技术引进来，消化，吸收，
再创新；如何通过修建郑西高铁，最终形成中国
高速铁路包括设计、施工、技术研发、设备制造、
联调联试以及运营管理在内的一套完整的标准
体系，完整的技术体系、装备体系等，并为之后
中国高铁大规模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储备，
实践经验和建设主力军、后备军。

的确，如果说 2004年之前，中国高铁还是
一穷二白，交通运营零公里的话，经过 10多年
突飞猛进的建设，到 2019年底，中国高铁网已
基本建成，中国高铁营运里程已达 3.5万公里，
占世界高铁总规模近七成，高居世界第一。

他反复强调着，我们赶上了中国铁路最好

的时代，中国铁路编织的这张全新的高铁网拥
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技术先进，安全可靠。
在河南，以郑州为中心的 2小时高铁经济圈，覆
盖我国中部地区近4亿人口的货物集散和消费
市场，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位置更加突
出……

那天中午，趁着午休时间，还见到他们。
公司综合管理部马其林副部长拿着 2019

年 12月 1日三条高铁开通当天新鲜出炉的《多
彩郑万 出彩河南》画册给我们看。一页页翻过
去，在精美的画面里，不禁惊叹高铁建设者群体
的“高度、尺度、态度、精度、速度、厚度、温度、热
度”。

“管电”的汪海峰是吉林人，也是2004年从
中铁电气化局来到郑州，进入郑西客专筹备
组。在他眼里，电力就像高铁的血液一样重
要。他指着画册上的高铁施工图片，讲解高铁
如何采用双电源，一是配电所，供应通信、站房、
空调等的用电；二是牵引变电所，高铁沿线每
50公里都要设一个变电所，通过受电弓与接触
线接触取电流，都是清洁能源……我听得似懂
非懂，我更关心这个为河南高铁事业兢兢业业
奉献了16年的中年人，是否习惯河南的饮食和
生活。他笑着回答，早就把家安在了这里，从心
底融入了这片土地。最喜欢吃开封的“兴盛德”
花生，每次回吉林老家，都要买一些带给长辈。

而负责施工组织设计的山西人海振雄，自
2008年从中铁大桥局进入京广铁路客运专线，
迄今，参与了石武高铁、郑渝高铁郑襄段、郑阜
高铁等多个高铁项目的指导性施工组织，负责
前期整体性布局、项目转换、后期收尾等工作，
对河南各地的地形、土质、风俗等了如指掌。在
前期布局郑渝高铁郑襄段时，他考虑的是在河
南这个农业大省，怎样减少临时占地尤其是对
农田的占用；如何避开发达的公路网，具体到在
平顶山如何避开矿藏，在周口如何寻找合适的
材料替代不合格的土源等。

为了寻找合适的建梁厂的位置，2015年的
冬天，他在方城迷了路，在山脚下进退两难；在
鄢陵，为远离花木基地，他一条路一条路地寻找
排查，精疲力竭时终于寻到一块合适的空地。
他说，难度在于细节，如何考虑周全，保证后期
施工万无一失。

这样常年奔波在外，无暇顾及家庭。直到
有一天，半夜12点多回到家，9岁的儿子一直等
着他，问他：你是不是在家里租了张床？他忽然
心酸，无言以对。

或许，对于高铁建设者来说，铁路轨道铺展
得有多绵长，他们辛劳的汗水就有多厚重；米字
形高铁网的时代新画卷有多么壮丽，他们精益
求精的匠人精神就有多么执着和顽强；而人们
出行的脚步有多轻快，他们的付出就有多值得。

3.她们

“我们那会儿，当列车乘务员第一课先学会
爬窗户。”

回首往事，邓艳笑意盈盈。
1993年，她就在从郑州到北京的红旗火车

上当列车员，一人负责一节车厢，除了打扫卫生
之外，取暖、烧水都需要自己烧煤炉，一趟车跟
下来，指甲缝里都是脏的。

每年春运期间，因为乘客太多，车厢超员，
上下车都不方便，每到一个站点，她都要从车窗
爬出去，在站台上从窗外给客人送开水。一年
之后，绿皮车换成红皮车，也有了电采暖，才轻
松了些。

那时的她年轻，虽然辛苦，但留在记忆里的
都是与其他列车员姐妹相处的美好时光，都是
和乘客之间短暂却温暖的旅途情谊。

2007年，郑州铁路局成立动车车队，她来
到车队助勤。2012年，郑州东站运营，她与车
队同志们一起见证了高铁的发展。如今担任郑
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的她，只觉得随
着高铁的大发展，自己的工作节奏越来越快了。

眼下，高铁列车调图实行“一日一图”，每天
编组安排都根据客流量随时做相应的调整。变
化就是风险，高铁无小事。她在办公室里，一刻
也不敢放松。

春节临近，为了增加运力，满足新增临客要
求，又有一批列车员临时加入协助春运，高铁二
队人员猛增到 447 人，女乘务员将近三分之
二。她像照看自己的孩子一样，为他们的工作、
生活，甚至每日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操心，盼
他们平安而去、平安归来，圆满完成每一趟乘务
工作。

采访当日，跟着她到处“串门”，见到高铁三
队队长蒋丽芳、高铁一队书记万彩林。前者比
她早一年当上列车乘务员，20多年来，一直相
互扶持，结伴同行。后者是大学毕业后分来的，

年轻有为。我们四个站在挂着书法作品《中国
梦 高铁情》的墙面前合影，蒋队长指着储藏柜
上面摆放的一个小葫芦说，这是队里的工作人
员做的，书法也是人家亲笔写的，很有才华。

客运段三个队上千名队员，多才多艺者不
少。每到节假日，或者高铁开通运营之日，俊男
美女们都会施展自己的才情，载歌载舞，表演各
种精彩的节目，客运段里总是欢声笑语不断。
更让人欢喜的是，这些神采飞扬的年轻人，乘务
员、列车长、机械师等之间不断擦出爱的火花，
最终步入婚姻殿堂。他们相爱相恋的故事，让
客运段始终洋溢着甜蜜的气息。

那天，见到列车长陈楠楠时，她刚下高铁，
脸上还带着一丝疲惫。车队的休息室和走廊
里，几十位和她一样的倩影在穿梭忙碌。

“光鲜亮丽！对，这就是我当初想成为高铁
乘务员的原因。”出生于 1988年的她坦诚又率
真。

大学毕业后，她就通过劳务派遣公司，参加
了招聘考试，成为高铁乘务员。

那是2012年，她登上了武广高铁。4年后，
因为表现出色，经过综合考试荣升为列车长。

如今，她依然喜欢这个职业，只是辛苦自
知。

在清晨四点多起床，夜半才归来的时候；在
列车上保持数小时站立的姿势，时刻关注每节
车厢情况，因担心而神经紧张的时候；没有时间
回家看望四岁儿子，日思夜想的时候；在大雪中
的异地车站彻夜难眠等待返程的时候；遇到旅
客晕倒等突发状况的时候，她想到更多的是身
上肩负的责任感。

新年，她有新的梦想。就是希望未来经过
努力，通过考试能够转为正式员工，有更好的发
展。不为别的，只是希望孩子懂事后，看到妈妈
的努力，以妈妈为荣。

中国梦，高铁情。可不是吗？当人们一次
又一次为梦想奔向远方的时候，也许应该记得
一代代列车乘务员，那些默默的付出，那些长情
的守护。她们永远是高铁列车上最靓丽的那道
风景线，优雅的制服，俊秀的身形，明亮的眼眸，
嘴角那一抹柔和的笑意，让每一个旅途温暖如
春。

4.一个人的舞蹈

确认信号，严控速度，呼唤应答，每30秒踩
一下警惕装置。

这便是高铁司机在一平方米操作空间里的
“手舞足蹈”。

郑州局集团公司郑州机务段“80”后高铁司
机杨震称自己是“陆地上的飞行员”。

那一次，他真的“飞”起来了。
2016年 7月 15日上午11时 19分 50秒，在

郑徐高铁河南民权县境内，杨震驾驶复兴号“金
凤凰”和临线对面驶来的“蓝海豚”均以单列
421.9km/h的速度成功交会，用时仅 1.9秒，创
下了世界高铁动车组交会试验的“第一速”。

时速超过 420 公里，意味着动车 1秒钟开
行117米多，这对高铁司机的操作精准度、线路
熟悉度、配合默契度有非常高的要求，有一点疏
忽，就会错过交会地点，也就失去了试验的意
义。

那之前的两个月，杨震每天早上 5点出发
试车，晚上11点回来，再挑灯夜战，反复研究操
纵特点，并将白天遇到的问题汇总，制作成安全
提示卡。在白天试验过程中，他至少要在郑州
东至萧县北间往返驾驶20余趟，每天累计开行
2600余公里。

刚刚过去的2019年，郑渝高铁郑襄段、郑阜
高铁、京港高铁商合段三条高铁开通之前，他们
成立了联调联试突击队，在试运行阶段，依然每
天往返驾驶20多趟，再一次出色完成了“大考”。

而此前和此后每一个平常的驾驶日子，对
于他都是一次次考试，一回回考验。

高铁每个站点停留时间短，他尽量少喝水，
坚持 4个小时不上卫生间。他买柠檬糖、薄荷
糖来提神，他缓解孤独、释放压力的方式只是呼
唤应答的声音大一点，再大一点。

他的家在开封，每次回去，他习惯坐城铁，
那短暂的没有任何压力的时刻，让他觉得格外
惬意。

从 2004年当上火车司机，开过货运，普通
线旅客列车，既有线旅客列车，然后到动车组。
将近10年后，经过层层选拔，当上高铁司机。

现在，他已经开始指导新手，努力做好“传
帮带”，为高铁运营发展培养精兵强将。

不久前，机务段年龄最大的司机刘富清刚
刚办理了退休手续，高铁司机能坚持干到 55
岁，在他们内行人看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目前，机务段最年轻的司机 25岁左右，更

多新生力量还在加入，都来自专业院校，经过最
严格的选拔。

如今，郑州东站每天往返高铁480对，春运
期间，将达520对。他的同事、年轻的助理工程
师冯海龙说，过年过节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喜庆、
休闲、团聚，对于我们来说是“过关”。

随着米字形高铁“一撇”“一捺”的完成，更
多优秀的高铁司机加入，这些年轻的身影将和
前辈一样，在并不宽敞的驾驶室里完成一个人
的舞蹈。

他们一刻也不得闲，看起来似乎指挥着千
军万马，其实是在漫漫的旅途中，独自谱写一首
首关于平安、幸福的长歌。

5.下一站，春天

雪花纷纷扬扬，如白色的精灵飘落人间，以
甘露滋润大地，以诗意滋养心灵。

这是己亥年末的瑞雪，也是 2020 年的初
雪。

总是在最寒冷的时候，每一片雪携带着春
的消息而来，带来欣悦和欢畅。

就在数天前，作家刘庆邦老师把他的文章
《绿色的冬天》配乐朗诵版本发给我，他说：这篇
文章是交给凤秋首发的。

我怎么会不记得呢？那是 2014年新年第
一期中原风版。他在文中写道：绿色来自哪
里？来自豫东平原大面积播种的冬小麦……无
所不在的麦绿与你紧紧相随，任你左冲右突，怎
么也摆脱不了绿色的包围和抬举。哦，好啊好
啊，我想放声歌唱，我眼里涌满了泪水。

文章的结尾，他这样写：我一时产生了错
觉，以为自己是走在了春天里。

也是从2014年起，河南日报中原风副刊插
上了飞翔的翅膀，“风”拂中原，“风”行千里，在
展示大文化、大境界、大胸襟、大情怀的长风、劲
风、清风、雅风中，每一棵树都绿意葱茏，每一朵
花都摇曳生姿。我作为编辑的这些年，就是在
这样的风中走过，心中充满了幸福的珍重。

我记得那时，郑州地铁一号线刚刚开通。
人们惊呼，这一条自西向东、穿越商城的长龙给
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如今，郑州地铁已经开
通运营了六条线路，带来井然的秩序，怡然的生
活。而随着 2020年、2021年，郑太（太焦段）、
郑济两条高铁的建成，河南米字形高铁网将真
正成形，像一道道彩虹串起城市乡村，跨越山川
河流，拥抱新时代每颗火热跳动的心。

在那一期新年致辞中，我曾引用波兰诗人
辛波斯卡的诗句：确定是美丽的，但变化更为美
丽。也许是的，我们何其幸运，无法确知自己生
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一切都在飞速变化，每一
次变化都是美好生活的又一个开篇，都是梦想
风帆的又一次开启和张扬，都让人满怀热望，心
潮澎湃！

一起来吧，在大地上飞翔，在时光中穿梭，
在风中驶向下一站：春天！○4

时光“速”描

李庆琦/绘

（报告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