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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下的铁路上水工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旅客乘坐火车旅行，需要在火车
上洗漱、就餐、用水。当您坐在清凉
洁净的列车上，惬意地品着香茗，欣
赏着沿途夏日风光时，是否看到列车
上水工们付出的辛苦。

陈继春：在“蒸笼”里忙碌

陈继春是华铁旅服公司的一名
上水工。7 月 19 日 11 时许，烈日下
的上海虹桥站，16 号站台外的钢轨
发着白光，车站上，一群上水工在线
路轨道间穿梭往来为列车上水，形成
夏日铁路车站忙碌的图景。

在 17 号站台北端，记者见到了
陈继春和他的工友刘忠明、韩大春。
他们身着长袖橙色工作服，戴着橙色
工作帽，衣服背部已经湿透，边沿结
了一层淡淡的白色盐渍，帽檐周围的
发梢上挂着晶莹的汗珠。

3人排列整齐，快速走向18号站
台为高铁动车组加水。“我们要给18
号站台上的 G1956 次列车上水，这
趟车 11 点 59 分开车。”陈继春边走
边说。待列车停稳后，他们迅速地忙
碌起来，一人插管、一人拔管、一人做
防护，并检查摄像。

“每个上水器有两根水管，分别
负责两节车厢，每根水管都要从上水
器里拖出来跑10多米。”陈继春带着
棉手套，顶着高铁车厢空调排出的热
风，拖起水管一路小跑，插管、开水
阀，操作动作熟练，一气呵成。

“夏天，高铁上的水耗大，我们的
动作慢了就会影响后面车厢上水，为
了赶时间，已习惯了小跑。”热风吹得
陈继春的衣服抖动着，他抬起手臂揩
去脸上的汗珠说：“不管天气多热，我
们都要穿着长袖衣服，戴着防护手
套，防止在拖管、插管过程中划伤皮
肤。”

不到 10分钟，陈继春已给 16节
车厢全都插上水管，工友刘忠明在后
面关闭上满水的水管阀门，安全拔下
管子收进上水器里。

上海虹桥站是全国最繁忙的高
铁站之一，每天固定加水的高铁动车
组有264趟，一趟高铁动车组停留的
时间是20多分钟。陈继春和他的工
友们冒着酷暑，在巨大的“蒸笼”里忙
碌，为的就是确保每一列高铁动车在
短暂时间内能“喝饱水”。

11 点 45 分，相邻轨道上又驶进
一列高铁动车组。这时轨道里 2 列
列车空调同时对外排放热风，人夹在
其中就像个“汉堡包”，热得喘不过气
来。面对高温和热风，他们3人又配
合默契地上水作业：插管、开水阀、关
水阀、拔管、摄像检查，整个过程井然
有序。

12 点 10 分，他们结束 2 列车上
水作业，离下一列作业有 10 分钟左
右的间隙。陈继春来到站台中部的
休息室大口喝着盐汽水。

“陈继春从早上6点上班到下午
6点下班，一天要加水的高铁动车组
有 26趟，加水车厢有 416节，行走路
程有30多公里。”上水班组长曾祥俊
说，11点以后他们是连轴转上水，没
有时间吃饭，需在 10 点半以前吃午
饭，到晚上6点下班后才能吃晚饭。

周玉怀：烈日下的送水“龙王”

南京是被称为“火炉”的城市。
南京站是个南北枢纽大站，上水工一
天要为 148 趟列车、2500 多节车厢
加水。

周玉怀是南京站加水组的一员，
工友们称他为送水“龙王”。今年 9
月份，周玉怀就要退休了，原本暑运
可以在家调休的他，却选择和同伴们
一起坚守在炙热的铁道上。

给列车加水是辛苦的体力活。
“走路石头扎，四季湿鞋袜，夏季热浪
蒸，冬季寒风刮。”这是一首形容列车
上水工的打油诗，也是上水工们工作
环境的真实写照。夏天室外温度达
到 40℃左右时，股道里的温度超过
50℃，站在其中让人透不过气。乐
观的周师傅笑着说：“免费出汗排毒，
我的身体健康……”

中午 12 点 26 分，周师傅和工友
们已在高温中连续工作 5 个多小
时。在一次次拿起、插入、拧上、放下
重复的动作之后，周师傅全身的汗水
如同浇灌过一样。列车停车时间只

有短短 6分钟至 8分钟左右，要在这
么短的时间内给一列车注满水，他们
要拖着十几米长的橡胶管不停地来
回奔走。

“这样可以去除汗味，晾在外面
一个小时就干了。”下午1点半，忙碌
了一上午的周师傅才回到休息室，把
上午被汗水浸透的衣服换下来洗
了。随后，他喝上几口水，打开爱人
准备的午餐盒快速扒拉起来。

“现在条件好多了，1994年刚到
加水组连休息室都没有，到了 1995
年有了电扇，2000 年之后又配了空
调、冷饮机，非常满足了。老婆知道
我工作辛苦，每天都为我把饭准备
好。刚结婚的那几年，老婆不理解，
不知道铁路职工里还有这样一个工
种 ，后 来 时 间 长 了 慢 慢 地 也 理 解
了。”周师傅边吃饭边说。

24 年的加水生涯，周玉怀服务
的列车已经超过100万辆。

刘海刚：铁道线上“洗桑拿”

进入 7 月份，江苏徐州，同样高
温“烧烤”。

刘海刚是徐州站上水部一名普
通的上水员。7月19日上午，徐州室
外温度达 36℃，他和工友们已经连
续接了 5 趟车，汗水早已透湿了工
作服。

中午11点，刘海刚回到休息室，
没过 10 分钟，K15 次列车进站了。

他拿好上水工具、对讲机，戴好帽子
和工友们一起走出休息室，进入股道
间，站在安全的位置接车上水，脸上
的汗水擦不完。

列车进站停稳后，刘海刚迅速拿
出水管、插管、开阀，争分夺秒地为列
车加水。“辛苦是辛苦，但为了保障旅
客出行用水，还是很值得的。”他话语
中透着质朴。

徐州站客运车间上水部担负着
京沪、陇海两大干线途经徐州站的列
车 补 水 工 作 ，日 均 上 水 170 余 列
2600余节车厢，每节车厢长26.5米，
上水员每人平均要负责四五节车厢，
他们一个班要上十二三个小时，来回
不停地拿着水龙头为停靠的列车加
水、补水，每天需来回跑上百趟。尤
其是像现在这种高温天气，车上的用
水量大，他们更是没有休息的时间。

有人曾经测算过，按照平均每个
上水工每班接车 25 趟列车计算，一
个夜班职工要走上 35000 多米，将
近36公里，重复上水动作上千遍，辛
苦程度可想而知。

进入暑运以后，华东持续多日
高温“烧烤”，铁道线如同洗桑拿。
上水工们在火车与轨道之间狭小的
空间内，穿梭往来为过往的列车加
满水，服务南来北往的旅客。“列车
上的水是我们上水工辛辛苦苦加上
去的，没有我们流汗列车就会断
水。”上水工们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着
自豪。

双肩挑热线 青春摆渡人
本报记者 王轶辰

“传递税务声音，温暖抚恤人
心”，在国家税务总局 12366 北京纳
税服务中心，有着这样一群税务干
部。他们平均年龄只有 27 岁，却已
是税务咨询战线中坚力量。在他们
中间，有一位 50 岁“老大哥”，30 年
坚守在热线咨询服务一线，谱写出一
曲基层税收岗位进取、奉献、担当的
人生之歌。他，就是质量运行管理二
科党支部书记、科长刘健，先后十余
次被评为“优秀公务员”，两次荣立三
等功，三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1987年10月份，年仅19岁的刘
健穿上了蓝色税服，成为北京市税务
局宣武分局椿树税务所负责个体工
商户税收管理工作的税务员。30年
前，为确保国家税收应收尽收，税务
干部们经常采用“蹲式守候”的方式
核定摊位营业额。那时，刘健守着煎
饼摊数打碎的鸡蛋壳，去餐馆暗访查
流水，顶着烈日，冒着风雨，在5年的
个体工商户管理工作中，他肯吃苦，
不抱怨，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
验，共组织税收近百万元。

1992 年，广安门税务检查站缺
少一线征管人员，刘健主动请缨，来
到更艰苦的检查站从事一线税收征
管工作。该税务检查站设在火车站
内，干部们挤在一间小板房内办公，
冬冷夏热，环境嘈杂，还经常要值夜
班。复杂的情况比环境恶劣更让人
头疼，有的拉货人为了逃避税款，或
托铁路的关系说情，或隐瞒不报，甚
至有人纠集不法分子，拿着木棒堵在
刘健下班的路上。为了保证国家税
款不流失，他坚守底线，拒绝威逼利
诱，与不法分子斗智斗勇，成功化解
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刘健回想起
当年的惊险，依旧只是笑笑，“革命战
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工作再
苦再累也无怨无悔”。

1994 年，带着基层税务所和检
查站的丰富经验，刘健被调到原宣武
区国税局监察室。查线索、办案件，
一干就是 10 年。这期间，他参与办
理的大小案件 150 余起。由于踏实
肯干、成绩突出，在税务总局首次印
制宣传画报时，他当选为“男主角”。

2013 年 ，刘 健 又 奉 命 来 到
12366北京中心，投身于这一国家级
纳税服务中心的创建，参与制定各项
制度规范，并负责12366一线管理。

12366 北京中心主要负责全国

通行税收政策解答，并承担税务总局
网站答疑、全国12366税收业务知识
库维护、全国涉税投诉举报等多项重
要工作。2015 年至今，热线呼入总
量 1221.54 万通，单日最高来电量
3.18万通。12366的快速发展，在税
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搭起沟通之桥，
为纳税服务事业注入新活力。在这
一过程中，刘健勤恳工作，倾情带队，
再次成为纳税服务战线的“弄潮儿”。

热线咨询工作是 12366 北京中
心的主要工作，干部众多、工作复杂、
话务压力大是一线管理面临的最大
难题。为满足纳税人多样化需求，刘
健以绩效考核方式激发干部的工作
积极性，数量、质量、知识测试并驾齐
驱。同时，加大绩效结果运用，依据
考核结果评选出纳税服务之星、纳税
服务新星等先进典型，充分发挥榜样
力量。在这些措施激励下，科内干部
的热线接听量屡创新高，全科人均单
日接听量最高达到124通，更有新入
职的干部以单人单日 245 通的接通
数量刷新12366北京中心纪录。

回首 30 年过往，刘健的税路简
单如一根细长的电话线，只不过他在
这端，牵连的另一端是一个个活力四
射的咨询员，他传递的是彼时青春少
年在平凡岁月对奉献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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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留学生纳必永：

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
本报记者 武自然

今年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留
学生纳必永在天津大学上学的
第7个年头。

作为中国政府奖学金获得
者，纳必永操着一口流利的中
文。6 年前，纳必永在父亲的
鼓励下，来到天津大学建筑学
院开始本科学业。对学校以及
中国文化的深深喜爱，他决定
在毕业后继续留下攻读硕士学
位。“对我来说，天津大学是我
的第二个家，当我18岁来到这

里时，我还是个懵懂的少年，但当我即将离开时，我对自己有了清
晰的人生规划。在天津大学，我不仅长大成熟，更找到了自己生活
和人生的方向。”纳必永说。

初次来到中国，语言不通与生活不便是纳必永遇到的两个难
题。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天津大学国教学院教职员工给了他家人
般的关爱，纳必永说：“国教学院有着人性化的管理机制，让我感觉
即使离开了父母，也没有离开家。”

在天津大学学习生活期间，纳必永不仅感受到了老师和同学
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自己也走向了更大的舞台。天津大学有来自
140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无论国籍、肤色、文化、信仰，来到这
里读书的初衷大多是“喜欢中国”。同时，天津大学也正以越来越
开放的姿态，欢迎他们的到来。“现在我在五大洲都有认识的朋友，
我们给予彼此很大的帮助”，纳必永告诉记者，“我最要好的中国朋
友是建筑学院的本科同学，我们经常交流创业的想法，并约定今后
在建筑方面多交流合作。”

“我的家乡让我成才，天大让我成熟。”纳必永感慨，天津大学
对他的培养是全方位的。本科阶段，纳必永申请担任了校长助理
一职，期间他和他的助理同学写了一份调研报告，“我的提案与留
学生考核制度相关，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与地区，有着不同的
语言和文化背景，也有着不同的特点和需求，因此希望能建立相对
应的灵活考核机制。这段助理经历锻炼了我的团队协作能力和协
调能力，对今后做项目很有帮助。”他动情地说，“庆幸自己作出了
正确选择，来到了天津大学，这里有着更大的平台为我以后的成长
带来优势。”

学业上，纳必永从未懈怠。天津大学就读期间，他多次获得优
秀学生奖学金。同时，在凯佳李建筑事务所的半年实习中，纳必永
也深刻感受到“中国速度”以及中国企业的奋斗精神。勤劳的中国
同事们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觉得全世界都应该学习中国人对
工作、学习那种全身心投入的精神。”他说，“刚开始，高强度的工作
节奏让我不太习惯，有时候下班已是晚上 10 点，甚至凌晨两三
点。”纳必永向记者描述，不过他很快就适应并且融入了这样的节
奏与环境中，“习惯了之后就不觉得辛苦，反而非常享受这种克服
困难完成挑战的充实感。”

纳必永现在非常关心“一带一路”建设，他欣赏中国国家领导
人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他也在积极与有着丰富建
筑设计经验的从业人员交流，建立起更多的人脉，为日后回埃塞俄
比亚发展做准备。纳必永说：“还有一年，我就要毕业了，中国的快
速发展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在线班主任黄丹：

在岗位上收获成长
本报记者 周明阳

如今，在线教育行业蓬勃发展使得很多传统学校的老师转
入线上授课，也催生了新的岗位。在线班主任就是一个在互联
网教育发展中诞生的岗位。它的职能类似线下班主任，需要与
家长沟通对接，帮助家长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果。不同的是，线上班主任管理的学生更多，工作多在线
上完成，工作内容也更为多元，是在线授课老师的好帮手，因
为没有传统学校的师生关系束缚，在线班主任也是学生们的贴
心好朋友。

出生于1995年的黄丹，是在线少儿英语教育公司VIPKID的
一名在线班主任。毕业于学前教育相关专业的她非常喜欢孩子，
毕业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幼儿园担任幼教老师。一个偶然机会，
她得知在线教育机构招聘班主任，希望能学到更多东西的黄丹便
投递了简历，顺利通过考察成为一名在线班主任。

黄丹告诉记者，在幼儿园工作过的经历给自己“加了分”，因为
在线班主任这个岗位在招聘时非常看重与儿童教学服务相关的工
作经验，要求应聘者参与过教学管理工作，并且有身为人师的责任
感，热爱教育行业，能耐心积极地帮助学生和家长解决学业方面的
问题。此外，在线班主任还必须有强烈的服务意识，能积极应对用
户提出的问题及投诉，这些都是在招聘时非常看重的个人素质。

“与孩子打交道，要有充足的耐心和爱心，有培养下一代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才能做好这份工作。”黄丹说。

设置在线班主任岗位的初衷是为了在老师、家长和学生之间
架起沟通的桥梁，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黄丹目前负责的小学员
以6岁至9岁为主，最小的只有三四岁，大的十几岁。她的日常工
作是帮助学生和家长制定学习计划，监督外教老师的教学质量，追
踪学生的学习效果。

在线班主任看不见、摸不着，平时都是怎么与学生和家长沟
通的？黄丹说，平日里自己经常会和家长打电话，或在微信上联
系，有问题随时沟通。在线教育主要是视频教学，班主任可以看
到学生的课程回放，了解到学生的上课状态，有针对性地提出
建议。

“对于有些不容易掌握的知识点，我会帮学生梳理。”黄丹说，
有一次，一名学生在学习英语语法中介词和代词的使用上遇到困
难，黄丹先是打电话给学生帮助口头梳理，后又利用空闲时间，把
相关知识整理出 6页 A4纸发给学生参考，家长看后非常感动，黄
丹也因此获得了公司“尽职尽责的好老师”表彰。

黄丹说，在线班主任这个岗位已经成为孩子们通过在线平台
学习英语不可或缺的力量，个人也在这个岗位上收获了自我成长，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孩子们的良师益友。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

①①南京站上水工周南京站上水工周

玉怀准备为列车上水玉怀准备为列车上水。。

②②华铁旅服公司上华铁旅服公司上

水工陈继春在上海虹桥水工陈继春在上海虹桥

站为列车加水站为列车加水。。

③③徐州站上水工刘徐州站上水工刘

海刚在为列车上水海刚在为列车上水。。

李治国李治国摄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