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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宜发

打我记事儿的那一天，作为“老铁路”的父亲就
常念叨，让我“长大就要开火车”。那颗梦想的种子，
在我的脑海里孕育成长。

终于，我从郑州铁路机车司机学校毕业，登上火
车头，开始了我的逐梦之路。在10多年的火车司机
生涯中，我驾驶过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
尽管我后来因工作变动离开了火车头，但依然天天
和火车打交道，开火车的基本功没有丢。

40年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国铁路飞速
发展，一代又一代技术先进的电力机车纷纷登场亮
相。郑州铁路局凭借天然的地理优势，成了铁路机
车的试验基地。

1996年 11月 16日和1998年 6月24日，我国两
次用“韶山8”型电力机车进行提速试验，分别创造了
时速185、时速240公里的“中国速度”，作为提速试
验的参与者，我见证了那激动人心的时刻。2006年
底，我国第一代“和谐号”动车组开进郑州铁路局。
登上“和谐号”，坐进驾驶室，仔细打量它的操纵系
统，与我曾驾驶过的“中原之星”动车组的操纵原理
基本相同。我是铁道部特批可以开火车的铁路局
长，开“和谐号”我底气十足。从那时起，我经常找时
间跟着“和谐号”上线“练兵”，熟练地掌握了“和谐
号”动车组列车的驾驶技术，心里充满了喜悦。

2004年 8月 10日，“天梭”号电力机车在郑州铁
路局进行性能试验。

一大早，我们来到郑州车站，“天梭”号机车连挂
着试验测试车整装待发。远远看去，“天梭”号已改
变了传统模样，头部呈圆弧形，车体如流线，十分好
看。车体增加了新型的减震装置，可以提高机车运
行的平稳性；制动系统由闸瓦改为轮盘制动，改善了

制动性能……
8时31分，出站信号变为绿灯，我缓缓向前推

动操纵手柄，试验列车慢慢起动。
车过薛店车站，天下起了小雨，越往前走，雨下

得越大，雨点打在机车前窗玻璃上“砰砰”作响。我
坐在驾驶室两眼紧盯前方，不时地呼叫着信号显示，
并注视着面前仪表的各种参数。运行前方的线路情
况，通过摄像机传输到后面试验测试车上，有线高音
电话不断传递着试验信息……

试验列车一直保持着时速 180 公里的运行状
态，驾驶室里无一人说话，只有各种设备在工作状态
下发出的响声。列车飞奔，一切正常。我驾驶着“天
梭”号试验列车做完了主要试验项目，于9时35分将
列车稳稳停驻在漯河站。几分钟后，随着一声长鸣，

“天梭”号试验列车再次启动，返回郑州。
此前，郑州铁路局经历了一次次技术改造，线路

设备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局管内的陇海、京广线部分
区段，列车运营时速已达 250公里。第六次大提速
确定区域在许昌至小商桥间，运行时速为 250 公
里。2007年 4月 4日，路局安排用“和谐号”动车组
在提速区段进行“实战演练”。我驾驶“和谐号”动车
组列车从郑州站出发，一路按线路允许速度全速运
行。列车在中原大地飞驰。车出许昌站，我轻轻移
动操纵手柄，列车速度表指针匀速上升，200公里、
220公里、240公里、254公里！一个新的纪录诞生
了！从此，“254”定格在我的记忆里。

2003年，历时4年建设的秦沈客运专线建成并投
入使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华之星”创造了时速
321.5公里的“中国之最”。之后，（北）京（天）津、武
（汉）广（州）、郑（州）西（安）高铁相继建成通车。

2012年冬的一天，郑州至北京的高铁进入开通
前的试运行阶段。我要坐着高铁去北京，亲身感受

新时代的速度与激情。
新建成的郑州东站，是京广高铁线上的一大亮

点。站台边，一列整装待发的动车组停靠在那里。
这是一列我国自主生产的“和谐号”动车组，载客千
人起车不到1分钟，时速便可达到300公里。

登上“和谐号”，来到驾驶室，只见五六个小伙子
头戴大檐帽，身穿蓝制服，可精神了。他们都是郑州
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经过西南交通大学培训
而成为高铁司机。

15时 16分，驾驶室微机显示屏收到了开车指
令。眨眼间，列车已飞驰。

高速列车飞一般向着北京奔去，最高时速达到
305公里。17时 50分，列车正点到达北京西站，全
程运行仅2小时34分钟。昔日需要一夜才能跑完的
距离，如今说话间就抵达了。高铁，拉近了郑州与北
京的时空距离。

近几年，我国高铁技术飞速发展，中国铁路成功
研制开发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动车组。
2016年 7月 1日至15日，中国标准动车组在郑州至
商丘高速线路上成功进行了综合试验。试验中，中
国标准动车组单组交会运行和双组重联运行，最高
时速均达到420公里，两列车交会相对速度达840公
里，创造了动车组世界最高运行速度。

轻车已过万重山。虽然我已离开工作岗位多
年，我仍然觉得，自己与火车头从未远离。在我几十
年的铁路生涯中，我经历了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
力机车和高铁动车组时代，驾驶过不同时期的火车
头。从火车头的变化，我亲身感受到中国铁路发展
的日新月异。

2017年 6月26日，我国生产的“复兴号”标准动
车组列车投入运营，时速达到350公里。那天，中央
电视台对“复兴号”运营进行实况转播。我守候在电
视机旁，心潮澎湃。看到“复兴号”飞一般地奔向远
方，一种发自肺腑的自豪感油然升起！

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端。伴着高铁，我们走进
了新时代！1

□张晓峰

在封丘县曹岗乡一个养老院里，103岁的高胡氏
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姐。她有着规律的作息和饮食习
惯：早睡早起；偏爱粗茶淡饭，尤其喜欢吃萝卜和蒸
菜。而肉类，近几年她连尝都不尝……

高胡氏老人育有四男二女，但现在只剩下两个女
儿。经历了多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老人不仅
挺了过来，也变得更加坚强和坦然了。98岁那年，她
还经历了股骨骨折的折磨，但两年后又顽强地站了起
来——现在，她还常常自己扶着墙走动呢。

老人的长寿秘诀是什么？“心态平和，与世无争。”高
胡氏老人的小女儿说，老人一直遵从着“男主外，女主
内”的古训，只管做家务、带孩子，外面的事一向夫唱妇
随，从不过问闲事。平时，老人很少出门，偶尔家里和别
人有了矛盾，老人情愿自己家吃亏也从不去争吵什么。

“心平才能气和，气和则百病不侵。”几乎没怎么
生过病的高胡氏，前些年看到儿孙们“年纪轻轻”就打
针吃药时，不止一次这样传授经验。老人自己也并不
是没有生过气。老人50多岁的孙子高明星就记得老
人有次“生气”的事儿：两年前，他因在外地出差没能
及时给奶奶缴住养老院的费用，虽然他给养老院的人
打电话说晚两天再缴，可从那天起，他奶奶说什么也

不吃饭，因为她认为不缴钱就是白吃人家的饭。怕饿
坏奶奶，他只好匆匆赶回去缴了钱……

勤劳好动，不辍劳作,也是身材瘦小的高胡氏老
人自认为能够长寿的一个主要原因。虽然她缠过小
脚，行动不便，可地里的活儿、家里的活儿啥都难不住
她。子女们先后在外面有了工作，纷纷提出接老人去
城里享福，可她却“一闲着就难受”。

90岁时，老人还去地里拾麦穗、捡玉米棒子；95
岁时，她还能穿针引线，为第五代重孙做棉衣……她
98岁那年骨折，就是因为给第五代重孙洗尿布往绳
子上搭时摔倒造成的。“直到现在俺妈吃饭都能自理，
大小便不用人照顾，还坚持自己每天洗脚、洗内裤
哩！”老人的小女儿说。

不到20岁就嫁到高家的高胡氏，和老伴在一起生
活了60多年。老人的老伴是个争强好胜的人，老人对
他百依百顺，处处相让。在两个女儿的记忆里，俩老人
从没红过脸、拌过嘴。高胡氏古稀之年，老伴因脑梗瘫
痪在床，老人床前床后整整照顾了他13年。而且这13
年里，她从没连累过一个子女，也从不抱怨一句。

现在，高胡氏虽然住在养老院，但日常自己能干
的事儿，从不麻烦别人。养老院不少老人想跟她学习
长寿之道，不怎么爱说话的高胡氏往往就是嘿嘿一笑
说：“每天都能乐乐呵呵的，不长寿才怪呢！”8

□封德 王玉贵

“当网络导购员，俺每月的收入顾住家里基本开
支已经没问题了！”坐在轮椅上，40岁的宋红印自豪
地讲述着自去年当网络导购员以来，他逐渐摆脱贫困
的经历。

宋红印家在西峡县二郎坪镇蒿坪村，2008年因
突发脊髓肿瘤，手术后下肢高位截瘫。当时，他的家
里除了大娘、卧病在床的八旬大伯和患心脏病的母
亲外，还有个因腰肌劳损而直不起腰的哥哥。虽然
自己也被病魔折磨着，但看着家里的情况，宋红印急
在心里，他想为家庭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初中没
毕业、从没摸过电脑的他，硬是凭着毅力，用亲戚淘
汰下来的智能手机和电脑，学会了发微信、上网浏览
信息……在网上，他见到了大山外边的世界，认识了
许多像他一样的残疾朋友。他们自食其力、不向命
运低头的行为深深感染着宋红印。

“有一个双臂截肢的残疾朋友，居然用牙咬着筷
子敲击键盘写文章。与他相比，我幸运多了，我手臂
手指健全，十指按键盘非常灵活，所以，我相信只要努

力就一定能脱贫。”宋红印说，2015年 10月，他不经
意间看到一则消息：某网络商业平台开发的商品推广
软件，只要有人愿意推广、导购，就能提取一定比例的
佣金。这可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好机会。宋红印抱着
试试看的心理下载了软件，开始了网络商品导购业
务。“做这个门槛低、零投资，无须收款发货和售后服
务，很适合像我这样没有经济基础的残疾人。”宋红印
说，经过网络调查和消费群体分析，他决定把推广、导
购的商品范围确定在正规品牌的日用生活品上。

山里网络信号不稳定，还时常停电。但宋红印和健
全的山里人一样，期望有朝一日走出大山摆脱贫困，更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有个稳定的收入。2017年，母亲
和大娘先后去世，他决定带着大伯到县城租房居住。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宋红印在县城租好了房子，拉
了网线，把亲戚赠送的笔记本电脑支在床前，潜心钻研
网站编程、平面设计、媒体制作和网上经商等知识。打
开宋红印的微信朋友圈和微博，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家
电、服装、化妆品，应有尽有。通过上网聊天，宋红印还
和许多人成了朋友，他的微信朋友圈已有2000多人。

人脉不断扩大，粉丝不断增加。宋红印通过微

信向别人推荐、介绍的商品网址，点击量也越来越
大。在宋红印的不懈努力下，从去年开始，他每月有
了收入。当网络导购员，需要整天守在电脑旁，加班
熬夜是“家常便饭”。“每天凌晨两三点睡觉也是常事
儿。虽然身体的病痛不允许这样蛮拼，但我得珍惜
大好时光，通过自己的努力早日脱贫。”宋红印的言
语间充满着刚毅和自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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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高万宝

一场淅沥的小雨让正阳县青年农民牛超犯愁，他和农户、无人机操作
手的沟通电话一个接一个，仍确定不了明天还能不能为庄稼打药。

天要下雨，人管不了天。“但愿雨今晚能停……”看着手机里的天气预
报，牛超心情急切。

有志者

牛超、谢超、喻鹏洋等7个大学毕业的80后，他们曾是个体户、推
销员、打工者……4年前，他们纷纷放弃了各自的工作和生意，在家乡
组建了一个进行田间病虫害防治的植保队。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如今他们已发展成为在全县各乡镇拥有130多个小队、300多位农
民参与的民间植保组织。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在外面打拼的年轻人又回到家乡，从事农作物植
保的呢？

“是情结。”牛超说，有一天在家乡，他看见两个乡邻因喷洒农药中毒
被送往医院急救。“都什么年代了，还会发生这种事！”已在南方开有6家花
店的牛超决定放弃生意，回家乡开农资店，利用自己在大学时学的生物制
药知识帮助乡亲们配农药，教他们正确的使用方法。信心满满的牛超，在
第二年就挨了“当头一棒”：他经营的花生拌种剂，由于销售时忽略了春、夏
拌种的区别，恰又赶上低温天气，花生出芽率极低。很多种植户找来时，他
除了赔偿损失，别无选择。“开花店挣的钱搭进去了，可我并不后悔我的选
择。这怪不得别人，我想当一个有技术的新型农民，却因技术‘栽’了！”

几乎同时，从打工者到农田承包者的谢超，也遇到了困惑：流转了400
亩耕地，因为缺乏科学管理，赚不到钱……

一天，两人在省会一所大学的青年农民培训班相遇。聊着彼此的经
历和困惑，一个相中了对方的种田经验，一个看中了对方的植保规划，两人
一拍即合。他们找来在大学学植保的喻鹏洋、在农资公司当技术员的潘
志斌和农机技校毕业的方欢……2014年8月，一个来自农家院的植保队
成立了。

种地,帮助农户进行田间病虫害防治，他们操作着农药喷洒机械在田
间忙碌，当地农民提到他们时，都习惯称他们为“打药队”。

研发者

正阳县人均耕地面积排在全省各县前列。农村土地政策的改变，使
当地出现了不少承包、流转大户。然而在农作物生长期，大多数人还是背
着喷雾器打药，费工费时。由于缺乏科学保护知识，人畜中毒和农作物受
损的事情时有发生。

“打药队”普及到各乡镇后，他们统一采购、配药，对队员进行农药知
识培训。同时，还利用机械提高劳动效率。以前，一个农民背着喷雾器一
天最多喷洒40亩，但用上机械的打药队，一人一天至少400亩。

有一天，牛超操作着打药机正作业时，忽然发现身边刚背上满满一桶
药水的大娘不见了。疑惑中，他站在打药机上一看，大娘倒在自家地里，桶
里的药水也洒了一地。他马上拨打了“120”……两天后，大娘的家人找到
牛超表示感谢时，他了解到，老人的老伴去世早，儿子、媳妇打工在外，她来
地里打药时农药过量，导致中毒。

“当时我就想，现在干农活的差不多都是留守老人，他们是怎样完成
农药配比的呢？”为此，牛超他们专门到附近各村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让
他们吃惊：大多数留守老人不仅不能正确使用农药，有人甚至连装了药水
的喷雾器都背不起来。

“无非是咱多掏点力罢了！”几个年轻人一合计，当即决定免费为困难
的留守老人提供打药服务。然而，随着主动要求他们帮着打药的农户越
来越多，新的问题也出现了。一次，他们刚把除草剂喷洒到农田里，一场突
至的连续降雨，让他们前功尽弃。雨后的田地泥泞不堪，机械根本无法作
业。为避免杂草疯长后再次施药增加剂量，几个年轻人背着喷雾器，赤脚
在田里足足干了三天。“说实话，虽然我们都是农家子弟，但真没这样干过
农活儿。”牛超说，他们几个全都累倒了。也正是这一次，让他们产生了研
发适合当地农田施药机械的念头。

农机技校毕业的方欢，从小就喜欢跟农机打交道。他把几台打药机
械拆拆卸卸，自己画图设计，经过六次改良，终于设计出了几款适应当地不
同地形的植保机械……

2017年9月，农业部在正阳县举办了花生全程机械化展示会。方欢
自主研发的植保机械，吸引了农业部部长，也吸引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
建议有关部门予以推广应用……

播绿者

“农作物离开高效低毒的农药进行植保，在目前还不现实。”牛超举了
个例子：2016年4月底，雨后的正阳县连续多天高温30摄氏度以上，进入
扬花期的小麦赤霉病发作，大面积麦田的麦芒和麦穗发白，幸好打药及时，
否则就颗粒无收了。

“国家有严格的标准，农药必须高效低毒，同时也必须进行严格的配
比和必要的适应性保障。”牛超说，几年前的那次赔钱，给了他深刻教训。
植保根据季节不同，所用药物也会有差异。而这些，往往是种植户最容易
忽视的，“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曾在河南农业大学学植保专业的喻鹏洋，家里承包了40多亩耕地。4年
来，植保队每用一种新农药，他都会先在自家田地里进行实验性喷洒，详细记
录数据，并把相关数据通过微信群发给所有队员，指导他们的配药比例。

随着这些年轻人的植保技术日臻成熟，他们也得到县里有关部门的
高度认可，他们承接了全县小麦条锈病的统防统治，仅2017年，牛超他们
的植保队，就为全县超过200万亩农田进行了植保服务。今年开春以来，
他们已为全县7个贫困村的贫困户进行了1000亩的全免费植保……

“人们习惯叫我们打药队，其实我们的大部分工作还是在农作物的生
物植物保护上。”牛超说，他们一直在宣传“生物防控”的方法，让农户以虫
治虫、以菌治虫……

“希望是美好的，前途总是会有一些曲折。”牛超说，他相信总有一天，
人们不再称他们为“打药队”，而是“营造绿色田野的植保队”。1

心平才能气和，
气和则百病不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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