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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末，记者来到地处长白山脚下
的通化车务段泉阳车站，眼前一派忙碌
景象。3 名调度人员正踏着厚厚的积雪
合力指挥着机车钩挂一辆水槽车，水槽
车上部站着一人正加固“人口盖”，水槽
车下部躺着一人在检查水栓。

一旁指挥作业的站长辛跃宏告诉记
者：“每年过年前后，我们一直忙着调动
水槽车，百姓用水量大，我们得把沿线
的水窖装满，不能让百姓没水喝！”

据介绍，自 1975年 1月份浑白线建
成通车后，由于海拔高，地质状况复
杂，打出的地下水水质不好，得病的人
很多。为解决浑白线沿线职工家属吃水
问题，原通化铁路分局为每个缺水工区
和车站修建了水窖，并以泉阳站为中
心，每周二四六向白河方向开行水槽车
送水，每一三五往松树镇方向开行水槽
车送水，这一开就是44年。

58 岁的贾林，是一名车站值班员，
在泉阳站已经工作了 31 年。他说：“刚
上班时，最难干的活儿就是调动水槽
车。夏天好说，冬天可就难了。那时候
使用的是老式水槽车，槽车上部封闭不
好，调车作业时四处溅水，作业结束
后，调车职工身上都溅满了水，湿透的
棉衣棉裤冻得像个冰坨，胳膊腿都无法
弯曲。记得一年冬天，连结员老赵作业
时手套坏了，他准备上水槽车拧闸门，
没戴手套的手刚触碰一下车辆就被扶手
黏住了，他一使劲，整个手掌皮被撕了
下来。”贾林还记得，一年冬天调车作

业，连结员小黄一直站在水槽车走行台
上。没想到作业结束后，他的鞋底与走
行台黏在了一起，怎么也拔不下来，最
后他只好光着脚回到值班室。“后来还是
我去锅炉房取来炉灰，又烘又烤的，总
算把他的鞋给取了下来。”

记者跟随水槽车来到距泉阳站18公
里的影壁山乘降所。今年已80岁高龄的
李佐培介绍，铁路建成通车后，他举家
落户到影壁山，当时因交通不便，工区
里 25 名职工和家属及周边的 40 多户居
民，吃水要到 1 公里外的小河里去挑。
因为路途遥远，挑来的水只是用来做饭
和饮用，换洗的衣物无论冬夏，家属们
要三三两两地结伴到河边去洗。原通化
铁路分局工会几次在工区周边打井，都
因水质不好而放弃。直到有了水槽车，
每三天来送一次水，大家出了家门口就
能挑到甘甜的泉阳水。老人回忆说：“我
在影壁山住了将近50年，最难忘的就是
这辆水槽车了。它不仅仅给大家提供清
洁饮用水，更多的是它已成为沿线退休
职工美好回忆。”

记者继续跟随水槽车来到距泉阳站
32公里的砬子河站。退休职工王树忠对
当年接水的情节记忆深刻，每周二四六
是水槽车到砬子河站送水的日子。大家
早早来到水窖旁，水盆、水桶、扁担在
站台上依次排开，嘻嘻哈哈说着家长里
短，热闹得就像赶集，有的百姓从几公
里外赶来担水。火车进站，送水师傅先
将水车放水口与水窖连接好便开始注

水，然后迅速打开另一个放水口，大家
立刻“抢”水。之所以“抢”，是因为火
车在车站的停留时间有限。火车起动
了，望着蒸汽机车渐渐消散的浓烟，人
们挥手致意。然后挑的挑、抬的抬往家
里运送“战利品”。这样的场景一直持续
了好多年。

在火炬沟的刘颜梅家，55岁的刘大
姐告诉记者，她家是1995年从山东搬到
火炬沟的。“这里的缺水问题，政府十分
重视。十几年来，先后打了几口深井，
但水质都不达标。”刘大姐一边做饭一边
说，“这里的水老珍贵了，铁路送来的
水，我们都不舍得用，淘完米的水用来
洗菜、洗完菜的水用来刷碗，剩下的刷
碗水还可以拌鸡饲料。夏天还好说，可
以用雨水洗衣服、打扫卫生，冬季就只
能融化雪水了，今年冬天雪小，我们就
到几里外的大河里刨冰，放在屋里融化
后再使用”。

家住火炬沟的岳大哥告诉记者，他们
家在这里已经居住了几十年，靠种植人参
为生。没开水槽车前，老一辈人因长期饮
用井水，40 多岁时就开始发病，膝关节、
肘关节肿大，什么活也干不了。“那几年，
火车站和工区撤销时，我们还担心呢，铁
路还能给我们送水吗？真没想到，就为我
们这几户人家，送水车还一直开着。”岳大
哥告诉记者，他家后院的王大爷今年 84
岁了，前几年孙子把老人接到了县城，可
不到一个月老人就自己跑回来了，说城里
的水不好喝，老坏肚子。只要送水车来的

那天，老人早早就拿着水杯、暖水瓶和毛
巾等在那儿。“老人常说，就为了我们能喝
上放心水，这火车一开就是几十年，太不
容易了。”

职工高兴学退休前一直从事水槽车
灌水和送水工作。他对记者说，那时为
了让百姓接水方便，水槽车都是白天开
行。冬天怕水槽车结冰，只能后半夜灌
水，开车前还得点燃浸着柴油的棉纱将
水槽车放水阀烤开。“送水工作是个良心
活，沿线的百姓吃水困难，虽然我们送
去的是冰凉的清泉，但对于他们来说是
一种呵护和温暖。所以，每次我都尽量
把罐车装得满一些，再满一些，送水点
卸的多一点，再多一点，哪怕是一次次
都被溅湿全身。”高兴学说，尤其是春节
前后，各个送水点都是大桶、小桶地夹
道欢迎。列车每停靠一处，鞭炮声经久
不息，这是百姓对铁路职工工作的认
可，也是对铁路职工的新春祝福。

近几年，随着铁路实施集约化生产
经营，以及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沿
线工区、车站的职工家属和附近居民越
来越少，水槽车开行的次数也随之逐年
减少，现在每个月仅开行3趟。

辛跃宏告诉记者，这几年沈阳局集
团公司加大了对浑白线的投入，车站和
工区都能用上自来水了，但火炬沟、影
壁山等个别工区的水质还是不达标，周
边百姓还没有饮用水，“只要还有一户百
姓，我们的水槽车就会继续开下去，绝
不让山里职工家属和居民吃不上水。”

白山林海里的生命之舟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己平 通讯员 张晓利

在巍巍长白山脉，莽

莽林海雪原中，40多年来

一直往返运行着一辆黑色

水槽车，为浑白线偏僻的

火炬沟、影壁山、砬子河、

珠宝岗等 17 个工区、8 个

车站500多名职工和家属，

以及附近的 2100 多户居

民运送生活用水，累计往

返运行了 160 多万公里，

被当地人誉为白山林海里

的“生命之舟”。

在外人看来，山东京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马韵升管
得有点“宽”，对员工每季度实施“健康
考核”；有中层管理人员，曾因截留了公
司发给其父母的“孝工资”被一撸到

底。同时，马韵升又“松”得离谱，任
何员工报销都不用找他或直属领导签
字，只需提交报销申请，再拿着单据提
交财务报销即可。唯一需要做的，就是
对着宣誓墙诚信宣誓，对自己的行为作
出承诺。

钻研了大半辈子石油炼化的马韵升，
自称最大的兴趣是中国传统文化。公司
办公楼前立着孔子弟子问仁雕像群，公司
显要位置张贴着马韵升用左手书写的对
传统文化参悟，公司员工的工装上印有京
博家根“顺天爱仁，改善利他”8个字。当
无数企业家趋之若鹜地希望从韦尔奇、沃
尔顿那里借鉴管理方法时，马韵升却乐此
不疲地向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讨教”管理
智慧。

京博控股集团位于山东滨州市博兴
县经济开发区。“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
深，又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形成了完整
而庞大的思想体系。在商业领域，不能
单纯借鉴现代西方管理理念，中国企业
应当有自己的管理文化。”为此，马韵升
专门在京博设立了国学商校，开设儒、
道、墨、法、兵等国学课程，搭建了以

“仁孝”为核心的企业文化体系。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

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
格’。人最难能可贵的是自律、慎独。”
在马韵升看来，管理并不需要很多制
度，把“仁孝”思想贯穿到企业日常管

理中，把原来复杂的行为管理、规章制
度随之简化。上世纪90年代，京博还只
是个校办工厂——博兴县润滑油脂厂，
这种铁腕治企起初产生了一定效果，但
2000 年 12 月份企业改制为山东京博集
团以后就不适应了，尤其是近年来，企
业要发展成集高端精细化工、现代服务
业、现代农业等于一体的多元化产业集
团，单靠“人盯人”的严管肯定黔驴
技穷。

从孔子的角度看，所谓经营，实际
上就是一种掌握人心理的过程，只有

“动之以情”才会收到好的管理效果。在
此基础上，马韵升提炼出“研究人性、
经营人心、管理行为、控制风险、满足
需求”的京博经营管理之道。“这就要求
管理者以仁爱之心对待员工，以真诚的
感情实现与员工心灵上的沟通。要达到

‘仁’，就要懂得‘忠恕之道’，为他人着
想是‘忠’，对待他人宽厚是‘恕’。因
此，经营企业就是经营自己的良心，利
他才能成就自己。”安全是石油炼化企业
天字号大事儿，2015年京博出台了“禁
酒令”，严禁京博员工工作日饮酒。一
天，马韵升参加应酬时推脱不下，喝了
酒，他回到公司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主动
向全体员工认错，并自罚 30 万元现金。
一杯酒，30万元，自此之后，这项规定
在员工中全面贯彻落实下去。

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马韵升也从孔

子那里取回了真经：夫仁者，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
方也已。在京博，废弃物实现了无害化、
资源化和价值化，“吞进”废渣，“吐出”新
型建材，经过处理的废水循环利用。过去
点“天灯”的硫化氢，京博历经 13 年科研
攻关，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将其转化成
硫脲单晶体出口国外市场，并占据半壁江
山。与此同时，京博还投资建设了省级示
范幼智园和老年公寓，解决了附近 11 个
自然村的幼儿教育和老人养老问题。在
博兴县吕艺镇老年公寓，70 岁以上老人
不仅免费入住，每月还发放给100元敬老
金。目前，已建成博华佳苑、益仁花园两
个新型农村社区及配套工程等。

“仁孝”治企成就京博“厚道鲁商”品
牌，截至目前，京博控股集团已经建立起
面向全球发展的高端化工、文化艺术、现
代服务、生态环保、新材料、现代物流、置
业、投资与金融、现代生态农业等 9 大产
业方向，形成集研发、设计、生产、市场、服
务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集团。

“日本近代工业化之父涩泽荣一，一
生参与创立或主持过600多家工商企业，
到了晚年，他总结成功经验，归纳为‘论语
加算盘’，这应该引起企业家们的足够重
视。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管理实践相
结合，让民族企业更具中国智慧，这是企
业家们应有的责任和担当。”马韵升意味
深长地说。

民族企业要更具中国智慧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陈 彬 韩国泰

今 年 92 岁 高 龄 的 叶 连
平，家住安徽马鞍山市和县乌
江镇卜陈村，一头白发、勾驼
着背，至今还坚持上课、批改
作业，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
坚守，让人肃然起敬。

从小酷爱学习的叶连平，
抗战胜利后，随父亲来到南
京，进入美国大使馆工作，在
那里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
语。解放后，他与几位同事开
办识字夜校，从此爱上课堂。

1978 年叶连平重返学校
任教，直到 1988 年从和县乌
江镇卜陈学校退休。退休后的
叶连平，看到孩子们因学不好
英语而厌学、许多留守儿童作
业无人辅导时，他决定在家里
办个“留守儿童之家”，平日
里辅导孩子作业，周末集中给
孩子们上英语课。这些年来，
叶连平从未落下一堂课，从未
收过一分钱。

叶连平勤俭节约在当地传
为佳话。为节省几角钱不惜骑
自行车到 7 公里外的镇上买
菜，他至今身上还穿着 60 年
前的补丁衣服，家里没有一件
像样的家具。但是，他对孩子
们却很大方，他把所有的积蓄
都花在孩子身上，自掏腰包租
车组织留守儿童夏令营，开拓
孩子们的视野。

“多谢叶老师3年来免费
为我提供住宿，还给我补习英
语”，在小钱眼里叶连平不仅
是她的恩师更是亲人。谈起她
未来的就业方向，她说“我
要像叶老师一样，当一名好
老师”。

叶连平的爱心善举得到当
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2013 年，叶连平拿出部分退
休金，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设立了“叶连平奖学
金”，用来鼓励优秀学生。去年考上西南财经大学
的王如雪等 8 名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获得了
8000元叶连平奖学金。

40 年如一日，叶连平坚持备课上课、批改作
业，每天都围着孩子转，他说每天过得很充实，现
在年龄大了，虽然身体上有些吃不消，但心里却很
快乐。去年 8 月 7 日，叶连平不慎被电动车撞伤，
腰椎做了手术，可住院不到 10 天，他就要求出
院，由于伤势未愈，腰直不起来，他就坐在凳子上
给孩子们讲课。

叶连平一生无儿无女，却桃李满天下，他不求
功利，不求回报，只想一直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
上课。叶连平常说：“我希望呼出的最后一口气是
在讲台上。”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叶连平就像烛光一
样，照亮孩子们的希望之路。

郭毓灵 徐 伟摄影报道 （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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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卜陈村退休教师叶连平在

“留守儿童之家”给学生上课。

叶连平（左）和老伴在聊天。

山东京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局主席马韵升。

（资料图片）

叶连平（右）在“留守儿童之家”给学生讲解作

业。

上图 水槽车来到火炬沟水站为当地居民送水。

右图 火炬沟居民高兴地挑着干净的饮用水回家。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