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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9 日，东北地区入
关首条时速350公里高铁通道——京
沈高铁辽宁段建成通车运营，意义重
大。在京沈高铁辽宁段联调联试的关
键时期，为确保动车组运行平稳，唐云
鹏几乎一天24小时都在单位值守，生
怕不能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唐云鹏是辽宁新民人，从小喜欢火
车，1991年如愿考入北京铁路电气化
学校电力机车专业。读书期间，他凭借
超强的自学能力，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如
饥似渴地学习专业知识，尤其对机车电
路、计算机、电子技术、半导体技术等方
面知识达到了痴迷程度。

1995年毕业后，唐云鹏被分配到
生产任务重、人才需求量大、技术含量
高的苏家屯机务段。为提高安全保障
能力，铁路系统研发了当时科技含量
最高的列车运行监控记录装置，俗称
机车“黑匣子”。刚刚毕业的唐云鹏，
成为这一先进装备的检修工。

“这个岗位非常关键，肩负着保证
列车安全运行的重任。”唐云鹏告诉记

者，那时“黑匣子”刚刚投入使用，大家
还搞不清楚其技术原理，“车间主任把
检修重任交给了我，我必须完成任
务”。

3个月后，唐云鹏彻底征服了“黑
匣子”，通过工友描述即能找到问题根
源并迅速解决，还总结出一套关于“黑
匣子”的使用保养及维修方法，一下子
在全段出了名。

1996年，刚成立的沈阳铁路局机
车监控检修中心“招兵买马”，唐云鹏
被优选调入，负责机车“黑匣子”检修
工作。其间，他先后破解了多项技术
难题，特别是率先解决了当时全路多
发的“黑匣子”显示器丢权故障问题。

随着中国高速铁路建设的逐步展
开，2006年10月份，沈阳局筹建动车
检修所，面向全局招聘动车组检修人
员。为了心中一直向往的新技术，唐
云鹏又开启了动车组检修的新征程。

唐云鹏说，动车检修是确保高铁
安全运行的重要环节，动车检修人员
就是动车的“120急诊大夫”。

2007年3月份，我国最早从法国
引进的CRH5型动车组车体驶进动车
所。随着 CRH5 型动车组的驶入，唐
云鹏学习了解后发现，该型号动车完

全 不 同 于 已 经 熟 悉 的 CRH1 型 、
CRH2型、CRH3型动车组，它完全是
一款新车型。

作为中国第一批动车检修人，唐
云鹏从清理场地、参加检修车库建设
做起。虽然他具有参加西南交通大学
集中培训和在长春客车厂跟班作业实
习的经验，但国外公司及售后维修人
员提供的检修技术资料还是很难看
懂，在检修初期他们几乎完全依赖对
方。

最初的探索是艰难的。为了尽快
实现自主检修，唐云鹏把仅有的资料都
翻烂了，常常拿着资料对着车体一点一
点地琢磨，端着饭盒边吃边学，守在机
车上钻研到深夜。硬是靠着翻译软件
和字典读懂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
多种语言的变量图表、原理图纸、维修
图书。“那时候最兴奋的事就是能跟在
国外技术人员身旁学习。”唐云鹏说。

2013 年 11 月 9 日，CRH380B 型
动车组发生擦轮故障，就在连外方技
术人员都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唐云
鹏通过收集 MVB 数据和天气环境、
运行状况、车载故障等信息，熬了5个
通宵对比数据和分析原理，最终确认
了故障擦轮系受雨雪天气变化，轮轨

湿滑附着系数骤降，加之下坡道列车
制动调速时未能作出正确控制调整所
致。随后，他立即找来厂家设计人员
和售后服务人员切磋，大家一致认可
他的结论，修改并优化了制动控制软
件，从此再没发生过类似故障。

截至目前，唐云鹏从事动车检修
工作已有 12 年。由于整日忙于钻研
技术业务、攻克技术难关、培训检修人
员，虽然刚刚步入中年，但唐云鹏已满
头白发。

宝剑锋从磨砺出。翻开唐云鹏的
荣誉记录，他是全路第一批从事“机车
监控记录装置”——“黑匣子”维修管
理工作的技术人员；他是 CRH5 型动
车组职业技能竞赛第一位全国冠军；
他是沈阳局集团公司第一届动车组自
主检修技术状元，也是唯一一名连续
四届获得技术状元称号的人……一个
个沉甸甸的荣誉见证了唐云鹏的成长
历程，一项项动车检修新纪录见证了
大国工匠的不朽功勋。

作为新时代的铁路职工，唐云鹏
正在用他的一点一滴不断刷新着各项
动车组检修纪录，用大国工匠的精神，
全身心守护着祖国大地上奔驰的一趟
趟高铁，让中国速度惊艳世界。

在我国著名的千年鸟道江西遂川县西
部边陲罗霄山脉营盘圩、高坪的荒山野岭
上，住着一位爱鸟如命的中年人，常年守护
着这些蓝天小精灵，他就是护鸟人曾昭明。

曾昭明家不远处有座无名山岗，数百
年前，村民都在这里打鸟，打鸟岗因而得
名。曾昭明 11 岁就随祖辈、父辈上打鸟
岗，练就了一身捕鸟好本领，是当地有名的
打鸟高手。

南飞的候鸟白天躲在高山密林觅食休
整，晚上借着星辰、火光指引继续迁徙。曾
昭明说，以前在有雾的晚上，村民会架上
网，点上火，鸟儿铺天盖地飞来自投罗网，
惨叫声经夜不绝。多的时候一晚能捕上百
斤，可以换好几百元。

如今，曾昭明由赫赫有名的打鸟能手
变成护鸟队员，这又是咋回事呢？

为改变山里人猎鸟吃鸟陋习，2002
年10月份，鸟类环志研讨会在营盘圩乡
召开。曾昭明聆听了专家们的授课，得知
许多珍稀鸟类濒临灭绝，内心受到极大震
撼……

第二天一早，曾昭明就把鸟铳、气枪、
尼龙网等打鸟工具上交政府，决意“金盆洗
手”，戴上袖章，成为一名护鸟队员。

风里来，雨里去，曾昭明日复一日地护
鸟，感动了众多乡亲。每当遇到偷猎者，他
们总会第一时间报告给他；发现有鸟儿受
伤，都会抱过来请他救治。

这么多年，曾昭明已记不清救过多少鸟
儿。一次，有村民发现一只池鹭中毒，便迅
速抱了过来。曾昭明不懂救治，就自费坐车百余公里，到县林业局找
专家，自掏腰包买药解毒。经过四五天精心照料，池鹭恢复了健康。
放飞时，池鹭在他家屋顶上盘旋了三圈后，才依依不舍地飞走。

2012年9月中旬，曾昭明发现一只翅膀受伤的牛背鹭，赶紧
把它带回家，涂上消炎药，贴上创可贴，掰开嘴喂药喂水，还从水塘
里抓鱼给鸟补充营养。经过精心护理，10多天后，牛背鹭伤口愈
合重新飞上蓝天。

“这老曾，真够坚持的！”大家都这么说。曾昭明发现远房亲戚
捕鸟，不仅没收了工具，还向林业公安报了案。亲戚很生气，几个
月都不和他说话。

这些年为了护鸟，曾昭明得罪了不少人，有人甚至扬言报复，
但他始终不曾退缩。“看着鸟儿展翅高飞，我很安心！”每每聊起护
鸟的事，曾昭明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的护鸟爱鸟行动，也
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的人。

堂弟曾昭银过去也是打鸟高手，受曾昭明影响，主动把祖辈在
山沟里最好位置布设的几个打鸟网场都撤了。

在曾昭明的倡议和策划下，2008年9月份，村里组建了一支
义务护鸟队，曾昭银、曾昭杰、陈树生等人成为骨干队员。每当候
鸟迁飞季节，10多个人在田间地头义务劝阻捕鸟的村民，成为候
鸟的“守护神”。

这些年，护鸟队与协助鸟类环志站中外专家一道，为池鹭、黄
斑苇、杜鹃、游隼、仙入色鸫、长嘴鸦、红嘴相思等100多种7000余
只鸟戴上环志。他们保护的珍稀鸟类，国家Ⅰ级和Ⅱ级的有20多
种，受《中日候鸟保护协定》保护的有30余种，受《中澳候鸟保护协
定》保护的有10多种。

创办聋哑儿语训学校 26 年的袁
敬华即将在银幕上“开口说话”。近
日，公益电影《朝华》在山东德州市
夏津县开机，电影主要以夏津特殊教
育学校校长袁敬华为原型，讲述她以
家中两间小土屋为起点，如今办成具
有全国影响力的省级规范化特教学
校，帮助680余名残疾儿童融入社会
的感人故事。

“你看，这本画册里有油画、工
笔画、剪纸等，他们的创作者有自闭
症患者、聋哑儿童……”袁敬华拿出
一本画册向记者介绍，“这些孩子绝
不是社会的包袱，通过教育，他们一
样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从一间简陋的教室开始

1992 年，从北京聋儿康复中心
学成归来的袁敬华，几乎每天都能看
到两名聋哑小姐妹扒着村小学的大门
往里瞅，姐妹俩渴望上学的眼神深深
刺痛了她。“如果能让这俩姐妹说
话，她们的生活肯定会充满阳光。”
父母拗不过袁敬华，腾出一间不足
12平方米的小屋给她作教室。那年9
月份，12 岁的陈海彬、13 岁的陈海
霞姐妹俩第一次背上书包，欢天喜地
地走进了这间教室。

袁敬华张开嘴一字一字慢慢地
说，用手抓着孩子的手触摸自己的喉
咙寻找声带颤动发音的感觉。她希望
姐妹俩通过感觉声带如何振动，从而
学会发音。即便是这样反复若干次，
孩子还是学不会。为此，袁敬华常常
独自跑到村外田野里放声大哭，可回
来看到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神，她选
择了坚持。

“爷爷、奶奶！”几个月后的一
天，姐妹俩竟然先后开了口，拉着袁
敬华父母的手，一遍遍地叫着，让袁
敬华全家人喜出望外。聋哑孩子终于
开口说话了。消息不胫而走，一时
间，越来越多的家长把聋哑孩子往袁
敬华这里送，学生一下子增加到 40
多人。

性格古怪的张新福刚来学校时，
常常对着墙发呆。袁敬华第一次教他
用手感觉声带震动说话时，他竟一下
子掐住袁敬华的脖子，险些让她窒
息。在新福的日记本上，写满了袁敬
华的名字，然后在一个个名字上又都
画上了叉。“对这样的学生不能打，不
能骂，只能用心体会他们的痛苦，用
爱和亲情与他们沟通，给他们自信和
自尊。”袁敬华说，刚来时，小新福一
次次故意把门把手弄坏，她就一次次
地修好；一次次故意把灯绳扯断，她
再一次次地接上；袁敬华像妈妈一样
帮他洗脸、洗澡，一口一口地喂饭；

小新福发烧输液，她一夜一夜地守在
孩子身边。渐渐地，新福日记本上的
叉全部变成了一个个笑脸。经过一年
艰难的练习，小新福终于学会了发
声。一次，袁敬华送小新福回家，“妈
妈，妈妈开门”简单的6个字，却让
打开房门的母亲瞬间泪流满面，“扑
通”一下跪到袁敬华的面前，千言万
语，不知如何感谢。

多方资助建聋儿学校

随着学生不断增多，办学经费已
捉襟见肘，怎么办？袁敬华决定自己
养猪卖钱，一定要把学校办下去。一
次，袁敬华给猪喂食，一脚踩空，掉
到了猪圈坑里，孩子们合力把她拉上
来后，抱着她痛哭。

刚开始办学的那几年，袁敬华一
直没买过新衣服，都是穿亲戚朋友送
的衣服。眼瞅着聋哑学生越来越多，
袁敬华家的房子全部腾出来仍不
够用。

袁敬华和她的学校，慢慢出了
名。很快，当地政府及社会各界及时
向她伸出援手，资助袁敬华和学校走
出困境，建立了夏津精华聋儿语训希
望学校。孩子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教
室、宿舍、教具等，学校师资队伍逐
步扩大，除语训、数学等基本课程
外，还开设了舞蹈、书法等课程。

结合特殊教育和康复实践，袁敬
华发现，0岁至6岁是残疾孩子康复
的黄金时期，如果在这期间能够得到

康复机构的抢救性康复训练，总的成
功率可以达到100％以上，其中单纯
听障康复能达到 98％以上。孩子们
康复后能够过上和正常人一样的生
活。然而，很多农村贫困家庭因为没
有经济能力让孩子进入康复机构开展
康复训练，只能选择放弃，从而导致
这些孩子永久残疾，给自己、家庭和
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身为从事聋哑儿童教育领域的全
国人大代表，袁敬华自称是“为不能
讲话的人讲话的代表”。从2009年开
始，袁敬华多次在人大议案中提出

《关于保障残疾人康复救治的建议》，
建议政府建立6周岁以下残疾儿童抢
救性康复长效机制，采用政府购买服
务等方式，选择定点康复机构，免费
为残疾孩子提供康复服务，并且逐步
扩大救助范围，增加救助名额，切实
保障所有残疾孩子都能够得到有效的
救助。

袁敬华的奔走有了回报，国家决
定，从 2011 年至 2015 年通过实施

“七彩梦行动计划”和“彩票公益
金”康复救助项目，全国 20 多万名
6岁以下残疾儿童将得到免费康复治
疗服务。

特教路上的“长跑者”

经过几年的探索，袁敬华总结出
一套行之有效的袁氏语训教学法。她
首创的“缺陷补偿、潜能开发”办学
理念和“医教结合”的办学模式，得

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被定
义为“夏津特教模式”，于2016年7月
份开始在山东全省范围内推广学习。

在教聋哑儿童发声的同时，袁敬
华千方百计教他们谋生，用爱托举

“折翼天使”飞向更辽阔的世界。自
2015 年开始，袁敬华把普通教育和
职业教育结合起来，开设了书法绘
画、篆刻雕刻、剪纸刻纸、软陶泥
塑、掐丝景泰蓝等职业技能培训课
程，让学生掌握谋生技能，并在相关
部门支持下，于 2018 年 1 月份开设
鲁北特殊教育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同
年 8 月份，4 个专业 106 名学生如期
开学。经过专业学习，学生们表现优
异，已有120余幅书法绘画作品进京
展出，1500 余件工艺美术作品通过
多种途径售出，在县级以上历次展
览、展评中，有300余件作品获奖。

如今，学校已有400多名学生进
入普通学校就读，有的学生毕业后被
录用为公务员。其中，贾凯涛在郑州
师范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夏津精华
聋儿语训希望学校任教。

帮助聋哑儿童叩开无声世界大门
的袁敬华，先后荣获第五届国际青少
年消除贫困奖一等奖、全国先进工作
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残
疾人康复工作先进个人、全国“三
八”红旗手等国家级奖励。

“自己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
钉”，袁敬华呼吁更多年轻教师参与
到特殊教育行业中来，她自己笃定要
做一名特教路上的“长跑者”。

特教老师袁敬华——

叩开了无声世界大门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董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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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动车段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唐云鹏：

检修员就是动车“120急诊大夫”
本报记者 吉蕾蕾

北京工电大修段钢轨焊接车间装卸一班工长范孟华带领的班

组，每天的工作是将每根长100米、重6吨至7.5吨的钢轨同时吊运

7根到指定地点，并且码放整齐。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劳动强度，2012年底，在范孟华的建议

下，班组将原有吊车夹具由电动原理换成了现有的机械原理夹具，

不仅提高了百米轨吊运速度，降低了设备故障率，也为作业人员安

全提供了更好的保障，仅此一项改造每年节省维修费用约20多万

元。范孟华在普通而平凡的岗位上默默付出，把对事业的情和对岗

位的爱都奉献给了铁路大修事业。

下图为范孟华和他的班组同事在工作中，他们码出的钢轨整齐

地排列着。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

钢轨“码”出来的人生

△ 袁敬华与孩子们在操场上做游戏。

▷ 袁敬华与学生们交流掐丝景泰蓝创作技巧。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