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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9 日正午，阳光为工地带来了
融融暖意。在津保高速白洋淀车站，中铁
电气化局集团津保铁路四电系统集成项
目部 645 班，正在为津保高速的即将开通
进行着紧张调试。

在工班六七个人中，巨晓林很不起
眼，一直埋头苦干的他，顾不上和前去
采访的记者说话。但就是这么个不起眼
的人，从农民工做到了“金牌”工人，
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国家级技能大师等称号,还当选为
党的十八大代表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
表。得到这么多荣誉的他，回到工作岗
位还是那个好琢磨、勤学苦练、朴实憨
厚的巨晓林。

忘不了那根冰棍的“甜头”

巨晓林创新的动力还要从一根冰棍
说起。

1987年，巨晓林被招录为中铁电气化
局一处三段的农民合同工。由于条件不
出众，他起初工作很吃力。

“20 多年前，接触网的工作大部分以
重体力劳动为主。巨晓林个子矮，力气相
对小，起初分班，很多工友不愿意和他一
组。”和巨晓林同年到中铁电气化局工作、
现为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
限公司接触网六段工长王占利回忆说。

但 是 巨 晓 林 有 着 无 比 的 细 腻 与 韧
劲，无论接触哪道工序，都会仔细把技
术要点、施工心得记录在本子上，遇到
不明白的地方，就跟着师傅不停追问。
面对朋友和工友的不理解，他说出了心
里话：农民工也要懂技术，技术好我们
就不会被淘汰。

就这样靠着勤学苦练，两年后，巨晓
林从一个农村小伙儿变成了一名合格的
接触网工人。有了工作积累，他的创新之
路开始了。

1989 年夏天，北同蒲铁路施工接触
网架线作业现场令工人们十分辛苦。这
项工作每到一个悬挂点，都要有人肩扛电
线在杆塔上爬上爬下。

一个大雨突袭的下午，巨晓林披着雨
衣留守在工地，望着杆塔上的悬挂点盘算
着，用什么办法干活能省点力气。通过观
察和测算，他用一根铁丝套挂住滑轮试了
试，果然能省不少劲儿。工班弟兄们按照
这个办法架线，效率一下提高了两倍。工
长高兴地请弟兄们吃冰棍，特批巨晓林吃
两根。直到 20 多年后的今天，巨晓林仍
然难忘那两根冰棍的甘甜。

从那时起，巨晓林迷上了工艺改进
与创新，一项项创新不但提高了工作效
率，也极大降低了工友们的劳动强度。
巨晓林在他们工班、作业队逐渐成为

“难不住”，有事大家都喜欢找他一起解
决。1998 年，在哈大铁路电气化改造工
程建设中，巨晓林发明了“下部固定绳
临时悬吊法”，提高工效两倍以上，且安
全可靠。经专家组论证后，当即在全线
推广；2006 年，迁曹铁路施工，巨晓林
研究出了“正线任意取点平移法”，在还
没铺好钢轨的情况下，就能确定接触网
杆位置开始施工。2008 年，他将自己改
进的多项工艺工法编成了两本书，和工
友们分享⋯⋯

巨晓林先后参加了北同蒲线、大秦
线、鹰厦线、京郑线、哈大线、侯月线、渝怀
线、迁曹线、京沪高铁、京福客专等十几项
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他研发和革新工艺工
法 98 项，创造经济效益 900 多万元，成为
一名当之无愧的工人发明家。

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

2010 年 5 月，巨晓林作为高技能人
才，被选调到举世瞩目的京沪高铁参加施
工技术攻关，其所在的一队三班被命名为

“巨晓林班组”。公司为他配备了图书柜、
电脑，购买了工具书，还聘他为“工人导
师”。

初到京沪高铁施工现场，巨晓林每天
如饥似渴地学习充电，连走路、吃饭都拿
着笔记本念念有词。参加工作 20 多年的
巨晓林，身上最不缺的就是那股近乎痴迷
的钻研劲头。很快，各种施工标准与技术
规范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巨晓林知道时速 350 公里的高铁施
工和普通铁路施工对工艺和标准的要求

有很大区别，这种变革对于施工作业的要
求变得异常精确和严格。每天忙碌在施
工现场的巨晓林习惯性地琢磨起了工艺
改进。接触网支柱运输时，炮车平衡不好
掌握，容易导致支柱一端触地磨损镀锌
层，巨晓林与团队就一起研制出“炮车运
输支柱防磨镀锌法”。他还与团队一起研
究确定了“支柱跨距测量法”，不仅保证了
测量人员人身安全，还较大程度提高了测
量精度。在京沪高铁施工现场，巨晓林带
领技术攻关团队，发明改进了“支柱标高
测量法”“悬式绝缘子巧绑扎法”等 10 项
施工工艺工法，为安全优质建成京沪高铁
作出了贡献。

2013 年 9 月，京沪高铁建设的征尘未
洗，巨晓林和工友们就转战到合福高铁，
结束后今年又转战到津保高铁，创新的脚
步从未停歇过。

“其实，我就是想在工作中让大家省
时、省力、省材料，才有了这些工作的小窍
门和方法，能够推广给大家我很高兴。”巨
晓林憨厚地笑着说。

如今，巨晓林编写的《接触网施工经
验和方法》第三册高铁篇已经成书，书中
涵盖了共计 39 项工艺改进，所有工艺都
在合福客专施工现场采用了。

爱家乡，更爱工地

今年 53 岁的巨晓林，还记着刚工作
时师傅林鸿是如何手把手教他的。

“我女儿说过一句话，‘一个好人是遇
到了很多好人才能培养成的。爸爸，你也
要当一个好人’。”巨晓林操着浓浓的陕北

口音说着。
虽然身兼数职，一线工作任务繁重，

但一有时间，巨晓林就会返回工地，忙着
开办“晓林夜校”，为年轻人讲解他所掌
握的施工技术诀窍和经验，被一批批后来
走上技术、管理岗位的大学生称为“技术
导师”。

中铁电气化局一公司接触网六段党
总支书记朱凯介绍说，“巨晓林带出的近
百名徒弟遍布在多个工程项目部，有 6 人
成了工长、15 人成了‘能工巧匠’、2 人成
了队长、5 人走上了项目总工或项目经理
领导岗位，这也成为他的骄傲”。

今年“两会”，巨晓林作为人大代表，
提交了关于农民工如何利用法律维护自
身权益的议案。

“我感恩工作中遇到了好领导、好师
傅、好同事，这里就如一个大家庭般充满
温暖。如今我做出点成绩，也要为大家尽
一份力。”巨晓林说。

多才多艺的巨晓林，闲暇时总喜欢写
写诗，把对家乡的思念写进小诗里，他曾
经写过：“我在岐山，黄山下雨了；我在黄
山，岐山下雨了。”他爱家乡，更爱工地，所
以一直在岗位上坚守着。

“金牌”工人是如何炼成的
——记中国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高级技师巨晓林

本报记者 齐 慧

深秋的塞外，绚烂如画。贺兰山东麓
葡萄园一望无际，欧式酒庄的彩色尖顶不
时可见。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拥有“中国
的波尔多”之称的宁夏贺兰山东麓，已成为
我国优质的葡萄酒产区，形成百公里葡萄
长廊，葡萄种植面积达 65 万亩,酒庄 72
家。这些酒庄中，有一家叫“博纳佰馥”的
小酒庄颇为引人注目，一对从法国勃艮第
学成归来的小夫妻秉承欧洲工匠精神，卓
尔不群、潜心酿酒，为贺兰山东葡萄酒产区
树立了“小而精”的精品酒庄发展范式。

大产区里的小酒庄

望山跑断腿。在偌大的贺兰山东麓葡
萄酒产区寻找“博纳佰馥”酒庄很不容
易，因为它太小，只有 110 亩地。在女庄
主孙淼的电话引导下，记者才驱车来到酒
庄。

这是一片果园，只有柴扉和简易砖
房。若非满园的葡萄树，很难让人想到这
是酒庄。在男庄主彭帅的陪伴下，记者用
脚丈量了酒庄大小：东西不过两百米，南北
只有百米左右。生产车间是田野中间矗立
的一栋灰色小楼，小型酒窖紧挨旁边。除
了看园子的一对老两口，整个酒庄只有彭
帅、孙淼这对夫妻。“对于葡萄酒行业而言，
规模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品质。”彭
帅解释说：“这 110 亩地目前我们只种了其
中 80亩，规模大了不容易做好。”

的确，大未必佳。长期以来，很多酒
企贪大求全图快，粗放发展，浪费了贺兰
山宝贵的资源。近年来，宁夏制定了“大
产区小酒庄”的发展战略，涌现出一批各
具特色的精品小酒庄。从规模上讲，“博
纳佰馥”无疑是最小的一个。

小酒庄里的大工匠

走进刚酿完酒的车间，空气里弥漫着
葡萄发酵的浓香。由于室内温度较低，彭
帅给一个酒罐裹上了毛毯，并摸了摸温
度，就像给小孩盖被子，透着精心的爱。

酒庄虽小，实力不小。近年来，贺兰
山东麓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发展前景吸引了
一批青年才俊来此扎根创业。他们大都从
葡萄酒强国留学归来，不仅带来了精湛的
酿酒技术，先进的发展理念，还有精益求
精的欧洲工匠精神，大大提升了产区的酿
酒水平。彭帅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既有

“法国酿酒师”资质，又有着在勃艮第产
区酒庄酿酒的实践经验，堪称小酒庄里的
大工匠。

由于进产区较晚，“博纳佰馥”酒庄
只能建在一片无人问津的盐碱地上。对
此，彭帅并不十分沮丧：“有些地块也许
不好，但看你怎么使用。”对于葡萄酒而
言，七分在种，三分在酿。秉承工匠精
神，彭帅和孙淼在田间剪枝、除草、打
药，开拖拉机运来农家粪对地块进行改

造。人勤天帮忙。2013 年是贺兰山东麓
葡萄酒产区的“大年”，雨水偏少，阳光
充足，葡萄成熟度好，酿出的酒果香浓
郁、层次丰富饱满、结构感好，“博纳佰
馥”收获了第一季美酒。

酒好不怕巷子深。就在记者采访期
间，一拨慕名而来的上海客人来这里和孙
淼谈生意。今年 6 月，“博纳佰馥”酒庄
于 2013 年酿造的首批葡萄酒陈放两年后
开始销售，直接进了上海、北京的一些高
档酒店餐厅，价格不低。北上广是目前国
内最大、最为成熟的葡萄酒市场，许多贺
兰山东麓产区地块更好、规模更大的企业
一直难以进入，而“博纳佰馥”起步就登
堂入室，堪称“小而强”的典型。

创业版爱情故事

彭帅和孙淼是高中同班同学。2005
年，两个人相约考入山东大学，成为恋人。
2007 年，孙淼交换到法国一所大学读书。
在餐馆打工时，孙淼与葡萄酒结缘，本科毕
业后即选择了葡萄酒品鉴及国际贸易专业
读研究生。大学毕业后，彭帅追随孙淼也
去了法国，选择了酿酒师专业。毕业后，彭
帅在勃艮第一家酒庄工作，孙淼在勃艮第
最大的酒商公司工作。2012 年底，为了创
业，彭帅回国。2013 年，孙淼放弃法国长
期工作签证，追随彭帅回国。

创业艰难。“经过反复权衡，我们选

择了创业成本更低、前景更好的贺兰山东
麓。”彭帅告诉记者。脱掉西装，穿上工
装，两人开始建酒庄。因为缺少资金，除
了采摘葡萄，他们凡事亲历亲为，盖房
子、建酒窖、施肥、除草，曾经坐着飞机
到处飞的孙淼开着拖拉机满园子跑。他们
还学习欧洲人的务实精神，没建酒庄大
门，没有装饰，保持了原始风貌。两人吃
住在酒庄，艰苦程度可以想象。

从海归变农民，落差不小。尤其是孙
淼，在勃艮第工作时，经常穿着礼服参加
高档酒会，现在却成了农民。对此，两人
不以为然。“在法国学习和工作，教会了
我 们 务 实 和 独 立 ， 才 会 选 择 做 现 代 农
民。”孙淼说。去年，彭帅和孙淼完婚。
彭帅主内，负责种植和酿酒。孙淼主外，
负责推广和销售。对于酒庄今后的发展，
孙淼有着自己的见解：“我们首先需要提
高质量，而不是规模。因此，我们的酒庄
短期内不会扩大。酒庄虽然小，但我们会
坚持自己的特色。”

酒庄的名气越来越大，找上门来谈合
作的投资人络绎不绝，也有人想出高价收
购酒庄，但小两口不改初心、不为所动，
潜心酿酒。采访结束，孙淼赶飞机去西安
上课。为提高酿酒技术，她和彭帅在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师从李华教授攻读葡萄酒工
程专业的博士。“希望我们在宁夏酿出的
酒 和 法 国 的 一 样 好 ， 做 中 国 的 百 年 老
店！”孙淼满怀信心地说。

彭帅、孙淼夫妇来到贺兰山东麓创业，从海归变农民——

两 个 人 的 酒 庄
本报记者 拓兆兵 许 凌

在重庆市江津区中山
古镇，方联海家的故事口
口相传、由来已久。方家
在中山古镇上经营着一家
草药铺——九龄堂药铺，
也被人亲切地喊成“方家
药铺”。方联海和他的祖
辈历经 12 代、360 多年
坚守诚信家风，让这间铺
子的故事被人津津乐道。

回 报 乡 里 开
“感恩药铺”

方联海的祖上原本在
重庆市开“万森堂”药
房，后被土匪抢劫，流落
到江津区中山镇。因为感
念中山乡亲给方家提供食
宿，方家安顿下来之后，
当街摆药摊，经常给穷苦
人免费送药。

据方联海介绍，“九
龄堂”对中药品质要求极
高。以三七为例，“九龄
堂”所用，至少都是 40
头以上 （每斤 40 个，称
为 40 头），甚至曾购进过
特特级 20 头。三七的分
级，非专业人士是不知晓
的，但方联海说：“群众
不知晓，良心知晓。要对
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的
良 心 。” 为 确 保 药 材 质
量，“方家药铺”专门在
药店后面辟出一大片空
地，用青石铺成曝晒药物
的场地。只要天气好，大
家就将一袋袋药材，用一
篓一篓木竹编成的浅篮，
井然有序地排排铺起，让它们尽情享受日光洗礼。

有人说方家人傻，草药吸了水汽，才能增加重
量，多赚钱，但方家却一直坚持晾晒。遇到梅雨季
节，方家人还买回生石灰，吸去水汽，保持草药的
干燥。每次晾晒草药，方家人都要一起背诵：“五
加皮可祛风除湿，一枝香可以平肝火，马齿苋清热
利尿⋯⋯”每个人对这些都要烂熟于心，以免拿错
药。方联海说，祖辈叮嘱只卖“良心药”。

从不准备账本

60 多年前的一天，一位外地人在中山街头突然
昏倒。方家人闻讯，立即赶到现场。经过检查，方家
决定用家里一根极为珍贵的东北人参来救这位陌生
人的命。当年方联海才 15 岁，他飞奔回家，取出人
参，切片、磨粉、兑水，给病人灌进口中。一小时后，
那人醒过来，给众人磕了一个头，起身就走。方联海
和爷爷方九龄追上陌生人，不是收药费，而是送上了
两个馒头。从那时起，家里以真诚之心行善义之事
的“好家风”就深深印在了方联海心底。

方联海从来不准备账本，有人赊欠也从不记
账，还经常把草药白送人。有多少人赊欠？送药送
给了多少人？方联海说：“确实记不清楚。”

街坊邻居们说，“方家药铺”还不时上门免费
诊疗。现年 90 多岁的陈祖琴能够高寿，原因之一
就是 10 多年来，方联海长期免费上门诊疗并免费
赠药，从未收过一分钱。

诚信家风代代传

在方家药铺的大堂上有一块牌匾，上书“人
参”。其中的“人”字上加三撇，这又成了一个变
体的“心”字。这块特殊的牌匾也有特殊的故事：
60 多年前，方联海和爷爷用珍贵的人参救了那位
陌生人后一个月，那人再次出现在中山镇，在方家
药摊前放下两支上好的人参、几百块钱和一封信。
原来，被救的人是重庆来的大客商，专程感恩来
了。方家人坚辞不受，可哪里追得上那人的快马。

没办法，方家人把两支人参收藏起来，按照信
上的叮嘱，用送来的钱和自家积蓄扩大店面，开起
一家新药铺，让乡邻抓药更方便。新开的店，方家
人没有沿用原来“万森堂”的字号，因为开药铺的
钱和方九龄有关，药店取名“九龄堂”。建药铺
时，方家人就特意制作了这块牌匾。

方联海说，“从小长辈就教导我，要懂得感
恩，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时刻提醒自己，“做
事要对得起国家和社会，做人要对得起父老乡亲”。

第五届全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方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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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图① 巨晓林正在调整腕臂巨晓林正在调整腕臂。。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②图② 巨晓林为工友授课巨晓林为工友授课。。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③图③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津保铁路四电系统集成项目部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津保铁路四电系统集成项目部 645645班为津保高速班为津保高速进行最后调试进行最后调试。。 齐齐 慧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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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联海（右）正在为病人抓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