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富专列”开出大山
2019年2月10日 小雨

四川宣汉车站值班站长 陈 军

2 月10日凌晨，合福高铁江西境
内，在距离地面约30米的上饶站高铁
联络线上，南昌西工务段上饶高铁线
路车间4名线路工，头戴照明小夜灯、
身穿黄色工作服，躬身在钢轨旁紧张
地忙碌着。此起彼伏的金属器械碰撞
声，打破了冬夜的寂静。

上饶站是全国首个“骑跨式”高
铁综合枢纽站，在沪昆和合福高铁之
间有一条6公里的“U形”联络线，就
像一座大型高铁“立交桥”，高铁进站
后经过这座“立交桥”，就能完成“楼
上”到“楼下”的转场。工长孙灵潭和

工友们常年工作在这条联络线上，他
们自称是联络线上的“精修队”。

“今天的任务是检查高铁联络线
的钢轨结构和道岔几何尺寸。”凌晨1
时16分，孙灵潭从工具包里拿出一组
像刀片的工具，借着头灯的亮光，熟练
地挑选起合适的厚度。“这是塞尺，厚
度从0.03毫米至1毫米不等，把它塞
进部件间的缝隙，比头发丝还细的误
差都能检查出来！”孙灵潭说道，“春运
期间高铁动车加密开行，为了保证行
车安全和旅客的舒适度，1毫米的细
微变化都不能忽视。”

“咔……咔……”1时50分，线路
工鲁敏正手持一把数显扳手，躬身在
水泥枕旁认真调整一组钢轨扣件的
螺丝扭力，扳手上的电子显示屏不时
跳跃着红色的数字。鲁敏一边拧紧
螺丝，一边说道，“现在高铁用电子数
显扳手，每颗螺丝用了多大力气去
拧，屏幕上都能显示出来，非常精
准。”他介绍道，由于联络线是弯道，
两根钢轨高低不同，加上列车经过时
会产生较大的压力，因此这段线路钢
轨扣件的检修格外关键。拧完一组
螺丝后，鲁敏站起身来，额头上渗出

了汗珠。
在每次夜间工作的4小时里，他

们要完成联络线全线 6 公里的养护
维修任务，包括9600根轨枕和3.8万
颗螺栓。凌晨4时，作业任务顺利完
成，几个人的眼睛都熬得通红，胳膊
也酸痛得抬不起来。从2015年合福
高铁开通，孙灵潭已在这条联络线上
工作 4 年了，除了作息时间“黑白颠
倒”，还要像“绣花”一样精心呵护每
一处设备。“如今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想到自己是一名高铁工作者，我心里
就特别骄傲。”孙灵潭说。

高铁联络线上的“精修队”
本报记者 刘 兴

2月4日，在北京西至成都东的G89次列车上，值乘的中国铁路北京
局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客运段高铁二队倾心乘务组热情为乘客服务，为
乘客送上新春祝福。 本报记者 宋美倩摄

春节期间，沈阳市铁西警方
每天投入巡防警力98人次，武装
战 士 12 人 次 ， 巡 逻 车 辆 35 台
次，确保辖区社会治安稳定，为
居民过一个祥和安宁的春节保驾
护航。

农历除夕早上 8 点，经济日
报记者来到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
局霁虹派出所民警值班室，民警
和辅警在所长齐忠信的带领下，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8点30 分，霁虹派出所民警
值班室内，交接完枪支、执法记
录仪等，民警李英主和同事们在
勤务指挥室值班。10 点，接到
110 报警电话称“欧尚一品小区
一单元住户宽带电缆线被多次掐
断”。10点20分，民警到达现场
后，初步判断为纠纷所致，并给
出解决建议。11点，李英主和他

的同事们在沈阳家乐福超市 （云
峰店） 监控值班室观看实时画
面，并到年货售卖区现场巡逻。
12 点 10 分，他们又到万佳开心
农场巡逻，确保市场安全有序。
下 午 1 点 ， 民 警 们 才 吃 上 中
午饭。

冬日的沈阳，寒风凛冽。为
确保辖区社会治安安全，铁西分
局开展巡特警武装巡逻、专职巡
逻、民警辅警“一带一”式轮训
巡逻和公安武警联勤巡逻等多种
巡逻模式，增加巡逻密度、加大
覆盖面广度、提升打防精准度。
以沈阳站西广场、长客西站等人
流密集度较高的区域为中心，辐
射周边数公里范围内的街、路、
小区，全方位提升街面见警率和
服务效能，最大限度打压刑事警
情、排除治安隐患。

护卫着你的平安
本报记者 温济聪

新春佳节之际，记者在位于福建武夷山景区
内的“瑞泉 （大红袍） 茶博物馆”，见到了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
技艺传承人黄圣亮。这位家族12代做茶世家的
制茶人，笑着说自己骨子里都带着茶味。

1982年，黄圣亮的父亲黄贤义恢复了祖上的
茶厂老字号“瑞泉”后，黄圣亮兄弟3人就开始跟
着做茶。作为黄氏第 12 代传人，黄圣亮入选
2006年原文化部确认的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名单。“每年做茶最忙的时候，连续几天
都不能好好睡觉。”黄圣亮说，现在瑞泉茶业公司
越做越好，茶叶产销规模由1982年的150公斤，
发展到如今茶山数百亩、年产茶1万公斤。

凭着一股追求极致的匠人精神，黄圣亮在长
期的摸索中，将“夜间做茶定时法”“带山采茶
双重制”等传统岩茶制作工艺总结出来，为确保
武夷岩茶品质作出了贡献。回顾制茶过程，黄圣
亮深有感触，有时候碰到技术瓶颈突破不过去，
甚至都会怀疑自己，但做出好茶的时候那种快
乐，又给了自己无限的动力。

“现在武夷山有大小茶农、茶商上万家，机
器做茶越来越普遍，传统的手工大红袍制茶技艺
已经不多见了。”黄圣亮思考，如果祖先留下的
传统技艺在我们这一代手中消失，武夷岩茶走不
了多远。于是，在传承家族百年制茶技艺的同
时，2007年，瑞泉建立了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
的“瑞泉 （大红袍） 茶博物馆”，运用现代文化
传播理念，立志将千年武夷岩茶文化广泛传播。

谈到未来的规划，黄圣亮说自己最大的心愿
就是建一座岩茶庄园，培养100名制茶师，将传
统制作工艺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现在许多
人因为传统制作工艺工作时间长、学习过程长而
不愿涉足，因此做茶也面临“人工荒”。黄圣亮
说，“正是这样，我们更要注重加强培养新人，
让一脉相承的传统工艺代代相传，坚守特色，永
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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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农历正月初六。
从农历正月初四开始，我们
车站陆续发了 3 趟去往广州
的务工专列。从预售情况
看，节后首个外出务工出行
高峰来了。

从 1999 年起，车站始发
务工专列，到现在已经是第
21 年，累计开行 540 多趟专
列，发送旅客 140 多万人次。
车站所在地区山大沟深。家
门口的这趟专列对许多人来
说就是“致富专列”，不少人出
门务工十几年，还带着自己的
亲朋好友一起干，年年来坐
车，跟我们成了熟人。

不过专列这些年也有了

一些变化，出门打工的人开
始减少了。节前，我在站台
上碰到了东林乡的老赵一家
人，他们在广东打工近10年
了，往年都是他负责帮20多
个人买票，今年他们不准备
出去打工了，而是在家乡合
伙承包了一块地搞种植。

现在日子好过了，老乡
们都富起来了，我们的服务
也得跟上。现在候车室都配
备了无线网络，也专门为出
门务工的老乡收集了广州等
地区的务工信息，有需要的
老乡可以在服务台领取务工
手册。
（本报记者 王轶辰整理）

农历正月初六，记者来到宁夏吴
忠市同心县火车站。该站规模不大，
但候车室里已经有一些旅客，进站口
安检的铁路民警一丝不苟，逐一
检查。

“基层铁路公安民警的工作并不
简单和轻松。”银川铁路公安处同心
火车站派出所指导员拓守林告诉记
者，铁路沿线经常会发生行人挡道
导致列车途停、旅客不接受实名验
证和安检等严重威胁安全的事情。

接到警情后，派出所民警会立即赶
赴现场开展调查处置，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依法处理违法行为人。一
天下来，民警们非常疲惫。尽管如
此，一旦接到警情，大家又无条件
投入战斗，用实际行动守护铁路
线，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畅通。

“农历正月初二，我们办理了一
起非法携带管制刀具案件，及时消
除了一起安全隐患。”拓守林告诉记
者，2月6日凌晨，同心火车站派出

所值班民警马会明接到车站安检员
报告，他们在安检中发现旅客马某
某携带一把单刃刀进入候车室。值
班民警马上前往，按照既定工作程
序立即报告值班所领导，依法传唤当
事人马某某到派出所接受调查。经
公安机关鉴定，该单刃刀为管制刀
具。当日银川铁路公安处因马某某
非法携带管制刀具进入公共场所，
依法给予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春运无小事，铁警来守护。同

心火车站派出所现有民警11人，辅
警 8 名，管辖 39.6 公里铁路。春运
至今不到 1 个月时间，该派出所先
后抓获网上在逃人员 3 名，办理行
政案件20余起，接处警30余次。除
了接处警之外，同心火车站派出所
还肩负着辖区反恐维稳、消防监管
等工作任务。春运以来，该所会同
铁路运输部门组织发送旅客近万人
次，查获危险品 38 起 126 件，巡防
线路800余公里。

春运无小事 悉心除隐患
本报记者 拓兆兵

2 月 5 日，农历正月初一。凌晨 5
点钟，河南省郸城县双楼乡楚堂村还是
一片寂静，村东头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便
亮起了灯。小院主人王自知披上大衣，
走到小院中间喊了一声：“伙计们，赶
紧起床过大年了！”随后，院里其他房
间陆陆续续亮起灯。

今年 82 岁的王自知是楚堂村的五
保户，往年过春节都是一个人，“以前
我都是凑合着过年，外面的鞭炮声把自
己吵醒了，睁着眼在床上躺到八九点，
煮碗饺子自己吃，吃完继续睡，心里感
觉空落落的。”王自知告诉记者，“今年
就不一样了，4 个老伙计一块搭班子，
热闹得很。”王自知口中的4 个“老伙
计”都是同村的五保户，65 岁的王知
成、78 岁的王来成、66 岁的王知光、
58岁的王海强。

王自知洗漱完毕，把播放机打开，
放起自己最喜欢的豫剧曲目。4位室友
陆陆续续来到王自知屋内，5个人围坐
在一起做早餐。荤素搭配、热腾腾的饺
子，他们吃得津津有味。

饺子还没吃完，院子里便传来了一
阵欢声笑语。“晚辈们来拜年了，得赶
紧把花生糖果拿出来。”王自知起身走
进里屋把装满花生瓜子的小竹筐端了出
来，手里还提着一袋糖果。院子里已经
站满了人，“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新
年好！”在村党支部书记王传德的带领
下，村干部和村里的后生们向老人拜年
来了。朴实的话语，喜气的面庞，让老
人们不时开怀大笑，不住地往后辈兜里
塞花生瓜子。

“这年过得欢乐、痛快！”王自知
难掩内心的激动。“原来王自知等5人
独自居住，房屋年久失修，生活条件
差，王来成和王知光的身体不太好，
缺乏照顾。乡里建有高标准敬老院，
但距楚堂村较远，王自知他们几个人
都不愿意离开村庄。”双楼乡民政所所
长陈磊说。

五保户故土难离，郸城县想出了
新点子。去年 6 月份，双楼乡党委书
记何卫东和郸城县民政局副局长孙勤
英来到王自知家中，和他商量一件

“大事”：把本村五保户搬到一起合
住，5 位老人可以相互照顾，不离开
村庄集中养老。何卫东等人的想法说
到了王自知等人的心坎上，他们没有
犹豫便同意了。

郸城县利用危房改造资金对王自知
的老宅进行改造，5位老人每人一间住
室，一间厨房，再建一间公用水冲式厕
所，对小院进行硬化。同时为老人购置
桌椅板凳、电暖器、炊具等必备物品，
一座“居村联养点”由此诞生。在郸
城，这样的村级联养点有48处。

春节期间，楚堂村这座农家小院里
人来人往，成为村里最热闹、最欢乐的
地方。来拜年的年轻人特意为老人们拍
了张“全家福”。“照片洗出来俺5个一
人一张。”悠扬的戏曲声中，老人们开
心地迎来新的一天。

2月10日零时左右，古都西安
迎来新年的第一场降雪，热闹繁华
的都市一夜间白雪皑皑。就在不少
人为返程发愁时，西安的“除雪大
军”已经行动起来，经过连续几个小
时的奋战，实现了雪停路净。

记者了解到，2 月 10 日凌晨，
大雪突降，西安市政府第一时间要
求各级各部门以雪为令，立即启动
除雪保畅通、保安全应急预案，做到
除雪干净、道路畅通、交通安全，保
畅通、保秩序、保安全。很快，一场
除雪行动连夜开展起来。深夜，正
当人们酣睡时，西安各主次干道上
由保洁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

“扫雪大军”冒着严寒扫、铲、推，用

双手默默守护这座被白雪覆盖的
城市。

西安市交通局启动应急预案，
确保春节假期最后一天群众和外地
游客的正常出行和返程。市政局通
过监控平台发布除雪指令，出动除
雪机械车辆 191 辆次，除雪人员
460 人，重点针对辖区范围内立交
桥、下穿通道、人行天桥等设施开展
除雪工作。城管局出动扫雪车等大
型机械 245 台，出动人员 1.25 万余
人次，以全市主要交通道路为重点，
抓紧扫雪除冰。

10日早上，西安市城区马路上
仅有刚落下的一层薄雪。保洁员、
政府工作人员、志愿者和社区群众

正在抓紧时间清扫人行道上和绿化
带中间的积雪。“如果不是今天早上
有事要出门，我都不知道这么多人
凌晨已经开始忙碌了，感谢这些可
爱的人。”西安市民吴平说。上海游
客杨爱民说：“农历正月初六返程高
峰时下雪，对城市是场‘大考’，西安
做得很棒。我们出门时 9 点多，一
路上很顺利，为西安的雪天应对措
施点赞。”以雪为令、彻夜坚守的身
影也获得了广大网友的点赞。网友

“Murphy”说，“反应迅速，措施有
力，上下同心，这场春雪是西安的礼
物，也是西安的态度。我为这座城
市骄傲！市政工作人员环卫工人
们，你们辛苦了！”

“居村联养”
过新春
本报记者 王 伟

西安：以雪为令保畅通
本报记者 张 毅

2月10日，春节假期最后一天，读者在兰州一书店
选购图书。春节期间，许多兰州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走
进书店，通过阅读充实自己。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春节期间，山东淄博市博山区将划旱船、踩高跷等
传统文化活动通过花灯表现出来，深受市民欢迎。图
为2月8日，博山区市民在观赏特色花灯。

刘文轩摄（中经视觉）

今年78岁的王源孝（左二）是广铁集团张家界车务段吉首火车站退休职工，现为张家界车务段退管党支部
书记。2001年退休以后，他带领老年志愿者服务队，连续18个春运坚守在吉首火车站广场，为旅客做好事2万
余件，获得奖项达150多项。他把获得的奖金全部用于慈善事业。图为2月9日，王源孝为旅客提供列车时刻
信息服务。 姚博然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