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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杨思琪

拥挤的硬座车厢中混杂着汗臭、
烟草和方便面味道，每前行一步巡检
都要撞开一次“人墙”，可坚守了 31 年
的韩波却不舍这“遭罪”的感觉——— 这
是她退休前最后一趟乘务，也是她最
后一个列车上的元宵节。

正月十四，雪后的哈尔滨空气清
冽，阳光耀眼。14时 53 分，哈尔滨开
往重庆的 K1062 次列车鸣笛启动，这
辆“绿皮车”一路从东北到西南，途经
7 个省份、2 个直辖市，停靠 42 站，运
行长度 3537 公里。

这些词听起来尽是远方和穿越的
浪漫气息，但这辆“大线车”却是一块
“烫手山芋”——— 一次往返乘务意味着
“五天四宿”在车上度过，仅垃圾袋每
趟车就要清理 500 多个。

作为哈尔滨客运段重庆车队 22
名列车长中唯一一位女性，今年 50 岁
的韩波是整个车队 39 名列车员的“老
大姐”。

“我们也羡慕高铁列车速度快、条
件好，但不同旅客有不同出行需求，农
民兄弟外出打工挣钱不容易，要让他
们开心回家过年、平安返程打工。”韩
波告诉记者，这趟列车平时超员率达
70%，春运高峰接近 100%，尤其是年
后返程，车程虽长但票价低，依然是广
大农民工的首选。

乘客来自天南海北，方言让沟通
成了问题，韩波便努力学习各地方言。
在郑州、商丘、兰考这 3 个客流量最大
的车站，她自行研究到站客流情况，制
定了夜班到站提醒、重点旅客帮扶等
工作制度。

一直按照时刻表工作的她早已没
了“节假日”的概念。“拎包就走成了生
活习惯。从 1986 年参加工作，有 20 多
个除夕和元宵节是在车上过的。”韩波
说。

如今，“老大姐”要告别了，却把一
直随身的“宝盒”留了下来：针线包、晕
车药、清凉油、速效救心丸、创可贴，还
有一包糖果，都是为乘客和同事准备
的。“盒子虽小，但遇见低血糖、心脏病
的旅客真管用。这是纪念，更是用心服
务的传承和延续。”韩波十几年的老搭
档李广举说。

年轻同事也为“老大姐”准备了一
件特别的礼物：一张汇集着车队所有
工作人员笑脸的合照，一本写满祝福的纪念册。“以前总是
会想家，可今天还没离开，就开始留恋这个岗位，舍不得大
伙儿了。”韩波红了眼眶。

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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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板”驱车 5000 公里给员工拜年

新华社记者陈毓珊

早春的夜晚寒气逼人。凌晨，位于江西抚州市腾桥镇的
一座荒山被一声哨响打破了宁静。寂静的小路上出现了 7
个汉子的身影，步调一致地朝着铁轨的方向走去。

他们，是南昌铁路局南昌工务段抚州线路车间的线路
工。春运期间，繁忙的铁路承载着保障旅客出行安全的使
命，铁路线路的按时养护维修就显得尤为重要。每到深夜，
忙碌了一天的铁路线终于有了闲暇接受“体检”，腾桥线路
工区的汉子们铆足了劲，开启一天中最活跃的时段。

在工地防护员康路的招呼下，7 个工友一起顶着头灯，
脚踏碎石，有的手持道尺，有的拉弦线，有的用笔记录数据，
配合默契地维护着每一寸铁路。

三小时后，工人们终于完成了作业，回到一栋坐落在荒
山包的平房。顾不上户外作业的疲惫，汉子们争相下厨，准
备着一顿美美的消夜。这里住着 9 名“80 后”、“90 后”年轻
工人，在他们的眼里，这里就是家。

“虽然咱们工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但我们住在一起
有 1300 多个日夜，都有很深厚的感情。”34 岁的工长龚志
勇在腾桥线路工区已经工作了 4 年，是班子里年龄最大的
一个。他说：“起初大家都不愿来，现在来的人都不愿走了。”

此前龚志勇也曾谢绝过调往条件相对优越的工区的机
会。他告诉记者：“实在是割舍不下这份情谊！”

班长朱帅说：“苦中会作乐，日子便好过；团结搞得好，
工作干得欢。”天冷了，大家网购木炭和烧烤炉，到镇上买来
食材围炉烧烤。天暖了，他们就把院外的一块荒地开垦出
来，种上西瓜，待成熟时，蹲成一圈啃得酣畅淋漓。这两年，
他们又在屋后的空地里种上橘树苗，再过两三年就能吃上
自己种的橘子。

院子外，一根根崭新的轨枕托起向远方延伸的钢轨。龚
志勇说，随着铁路建设的不断发展，他们的工作标准会越来
越高，也会更加忙碌。他说：“祖国的发展和人民的安全，都
值得我们坚守。” 新华社南昌 2 月 12 日电

立业荒山的春运坚守

新华社记者蔡拥军

2月 10 日， 21时许，检修团队到达丹
大快速铁路二十里堡隧道入口方便门处，引
起旁边人家一通犬吠。

“这是一帮‘夜猫子’，一出来，狗
都叫唤。” 56 岁的沈阳铁路局大连电务段
金州快速通信车间党支部书记杨国胜笑着
说。

他口中的“一帮”指的是金州丹大快
速通信工区的 9 名职工，这些人担负着丹
大快速铁路 K18+046 公里至 K68+006 公里
的通信保障任务，基本上都是夜间出动。

9 名职工当天出动了 6 名，加上车间的
3 名干部，利用经过批准、没有列车通过的
“天窗”期，深入隧道进行检修维护。 19
时就已经到齐的团队之前开了施工例会，带
齐了装备，到达后又逐一清点所带工具、装
备，做好随时进入的准备。

正月十四的圆月已经爬上空中，星星在
眨眼，气温零下，熟知情况的职工们告诉随
行人员，外面有点冷，但隧道里温度会高
些。 21时 20 分许，命令下达，一行人分成
两组，打开方便门，从两侧鱼贯而入。
7640 米长的静寂隧道中，只有人们脚踩在
电缆槽道的槽道盖板上响起的脚步声和盖板
碰撞的咔咔声。

“宇逍！别抻着！”带队干部的话在空
旷的隧道回荡。

刘宇逍是工区入职两年多的年轻人，
24 岁， 1月 20 日刚做阑尾炎手术，本来医
生要求休息一个月， 3 个月内不能剧烈活
动，但他 2 月 6 日就从老家返回了工区上

班。
怕刘宇逍工作中抻到伤口，一名同事把

他的工具包背在了身上。小伙子有些腼腆，
一说话就低头，但是干起活来丝毫不含糊，
遇到需要的地方主动伸手。带队干部一再提
醒他别抻着，简单的话语在冷清的隧道里传
递着一股暖意。

检查视频设备，检查直放站，测试驻波
比……负重几十公斤的检修团队在隧道里缓
慢前进，不时停下来对通信设备进行标准化
整治，有时还要爬上两米多高的梯子。

7640 米，保证通信的漏泄电缆长度跟
这个隧道一样长，还有 6 处光纤直放站、 3
个视频设备、 31 台区间电话等，都是检修

目标。据介绍，隧道内是无线通信网络难以
覆盖的地方，这些设备是保证行车调度、应
急处置和信息传送的重要媒介，机车与机车
联系、机车与车站联系都靠这个。没有多少
人知道，正是这些“夜猫子”，在夜深人静
的时候默默履行着保障铁路通信安全的枯燥
工作。

1000 米， 2000 米， 3000 米， 4000
米……一位随行人员看了看手机说，今天运
动增加了一万步；另一位为防冷特意多穿了
衣物的随行人员则表示，开始热了。

4600 米，到达隧道中间斜井，从两侧
进入的两组人员汇合已经是 23时 45 分。复
查，清点，报告，带队干部召集所有人进行
了简单的总结，一一点评检查出的问题、采
取的措施和以后的注意事项等。进入斜井通
道，一片漆黑，头灯的光、电筒的光照出人
们路过时带起的灰尘。一侧的标识显示还有
500 余米的路程，平路变成了爬坡，步履变
得沉重，此前数千米没觉得热的人也一下子
出汗了。

虽然已经 56 岁，但杨国胜与 24 岁的刘
宇逍保持着相同的步行距离。他说，工区年
轻人比较多，平均年龄才 30 岁，不过“天
窗”期的检修，必须有车间干部带队，他
“已经习惯了”。

光线大亮时，已过零点，月已高悬，一
路爬高走出斜井的人们互相打趣：“这个算
不算正月十五的月亮呢？”

元宵节到了，家太远的“夜猫子”，只
能在金州暂住；住在大连市内的，则要经过
40 公里的车程返程回家。

新华社大连 2 月 11 日新媒体专电

穿越 7600 米静寂隧道的“夜猫子”

▲ 2 月 10 日，金州丹大快速通信工区职工在二十里堡隧道内检修设备。

新华社发（龙雷摄）

▲ 2 月 8 日，厦门火车站小白鹭服务台工作人员程苗
苗(左)和付珊在整理乘客丢失的物品。

厦门火车站小白鹭服务台创建于 2004 年，主要提供旅
客咨询、重点旅客帮扶、遗失物品查找、广播寻人等温馨服
务。2017 年春运以来，该服务台共帮扶重点旅客 235 人次，
收到遗失物品 231 件，将 98 张无人认领的身份证按照地址
寄回家。 新华社记者林善传摄

暖心“小白鹭”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黄筱

“新年快乐，欢迎回‘家’！”“谢谢老板，新
的一年我们继续奋斗。”2月 6 日正月初十下
午，浙江嘉兴海宁一家皮具公司年后员工报
到第一天，全公司 100 多名员工按时到岗，老
板林志刚在报到处热情地与员工们打招呼，
欢迎他们回“家”。

从川滇到海宁，员工们说海宁是第二个
家。而就在几天前，公司老板林志刚驱车 5000
多公里，远赴云南、四川给这里的 30多名员工
及家属拜年。初一出发初六返程，2017 年的新
年假期，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趟拜年旅程
中。

愿踏踏实实地跟着这样的老板

“到啦到啦！”大年初一晚上 11 点多，听
说公司老板林志刚要到家中拜年，四川广安
邻水县王家镇齐心村九组的文志川激动又意
外，一家人一直守在家门口。看到一辆越来越
近的白色越野车，文志川的儿子激动地叫喊。

老板一行刚一下车，全家人热情地把他
们迎进家门，围坐在一起吃了顿迟来的晚饭，
满满一桌当地的土菜虽然简单但情谊深厚。

林志刚是浙江贝朗皮具实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公司 95% 的员工是外地人，其中 70% 来
自云南和四川。文志川是林志刚拜年的第一个
员工，今年是他在贝朗工作的第 11个年头。

2006 年 2月到贝朗开始打工，现在文志
川已经是公司水平最高的女包技术工艺版
师，每当女包新品开发上市他都是林志刚的
“得力干将”，两人经常会讨论版式、打磨细节
到深夜。

到海宁工作之前，文志川在广东工作过
十年，“基本上每年都在跳槽、换公司，找不
到一家有归属感的，十年差不多换了十二三
个企业。”后来经朋友介绍，他从广东辗转到
浙江海宁打工，第一家公司就是贝朗，而这
一干就是 11 年。

文志川坦言，公司的待遇和海宁其他皮
具工厂差不多，但老板特别注重人文关怀，让

大家感到贴心，“有时员工的父母家人来海宁
看望，还会安排专门的房间给他们居住团聚，
我就想着这样重情重义的好老板，我愿意踏
踏实实地跟着他干。”

孩子交给您了，帮我们带好他

四川宜宾县喜捷镇安柏村和武安村，集
中着林志刚的十多名员工，他们都是由一个
老员工带出来的，大年初二林志刚在镇上买
了水果和礼盒，挨家挨户拜年。

包装工小杨是安柏村村民，今年 20 岁不
到，由于父母早年外出打工后一直未归，小杨
从小就是和爷爷奶奶生活。林志刚说他在这
户人家里坐了很长时间，向 70 多岁的老两口
“汇报”小杨的工作、生活情况，反复说着“他

工作很努力、很乖”。
临走前，老两口抓着林志刚的手有些激

动，“孩子交给您了，帮我们带好他，让他听
话，不要出事情。”

林志刚介绍，工厂里的一线工人很多都
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他们在家人眼中还是
孩子。“在我眼中，这些刚成年不久的年轻人
除了是员工，也是孩子，家人们的嘱托让我知
道责任重大，不仅是要给他们一份养活自己
的工作，还要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28 岁的周向成是贝朗公司的一名品质
检验工人，带父母下山是他最大的梦想。正
月初四，他得知老板要来拜年时正在做农
活。来不及换衣服，周向成满身灰尘地从云
南曲靖会泽县新街乡水子树村的大山里下
山了。

过年回家他首要任务就是帮老人干农
活。种地、挑柴、养牛羊，周向成样样都干。“只
有过年回家，父母和奶奶年纪都大了，能帮他
们一点是一点。”他说。

看到周向成一家的生活环境，林志刚意
识到，每个外出打工的员工，背后都挑着整个
家庭的担子。“对我来说，梦想是做好自己的
事业，但对我的员工来说，他们的梦想平凡简
单但很有分量，只有给他们好的薪资待遇，才
能改变一个家庭几代人的生活状况。”

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

正月初六，林志刚结束了跋山涉水 5000
多公里的旅程，从云南曲靖回到海宁。返程因
为遇上堵车，湖北恩施至武汉段原本 5 小时
的车程开了 13 个小时，整个路途花了 31 个
小时才到海宁。中午一点多刚到家，林志刚就
写下了这样一段感悟发给每位员工：

“此行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偏远地区员工
出来工作的不容易，你们要历经远途、要与
父母和儿女分居，也深深地感受到贝朗家人
的不容易。你们承担着改善家庭吃、住、行的
责任，承担着赡养长辈和抚养儿女的重要责
任。

经过此行我深知公司发展的责任重大，
我们有责任为大家创造更加高绩效、高收入
的工作环境，为大家分担家庭责任，并尽力
完善好公司的吃住条件。让我们一起携手为
了这份责任抱团打拼，共奔小康！”

林志刚说企业的产品大多数是自主设
计、手工制造，一个工人一天只能做一个半皮
包，技术好的师傅和经验丰富的员工都是企
业最宝贵的财富，公司的发展和员工紧密相
关，关心尊重员工，他们才有与企业荣辱与共
的信心。

近年来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主常常感叹
“用人荒”“招工难”，但林志刚说自己没有经历
过这种情况，5 年以上的员工数量超过总人数
的一半，公司里的“双职工”有十几对，很多员
工积蓄多起来，在海宁安了家、买了车。

新华社杭州新媒体专电

▲ 1 月 31 日，林志刚(左)在云南曲靖籍员工周向成家中拜年时，向周向成的奶
奶赠送红包。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王建

火车暂停、停到第几站台、是否正
点……乘火车时会经常听到这些信息，可你
知道这些信息是从哪儿发出？列车又是如何
安全有序运行？春运返程高峰期，记者探访
了我国铁路网最北端哈尔滨铁路局的调度指
挥中心。

在哈尔滨铁路局调度指挥中心大厅内，
记者看到，调度员们端坐在行车调度台前，
专注地盯着各自面前至少 4 块的电脑屏幕。
每个行车调度台负责一条哈尔滨铁路局管辖
内的铁路干线，电脑屏幕上显示着列车行车
线路、行车计划图、列车运行实施追踪预警
等。

哈尔滨铁路局调度所书记邹彦军说，电
脑屏幕上布满了不同颜色的线条，代表着不
同的列车线路。其中，红色的线代表客车，
黑色的线代表货车，绿色的线代表基本运行
图。折线上的圆点，则是列车途经的车站。
在这个由点、线、数字组成的二维世界里，
调度员们日复一日地做着“梳理擦亮线条，
切换红绿圆点”的工作。

看似平淡枯燥甚至有些“清闲”的工
作，背后的高强度让人难以想象。刚刚下班
调休的调度员翁建增告诉记者，他每个工作
日要连续工作 12 个小时，并且要提前 1 个
小时到单位进行交接，每天要按运行图指挥
列车安全运行等数百次，发布几百条调度命
令，接听和拨打调度电话 500 次以上。

“平时上班都不敢挪屁股，更别提繁忙
的春运了。”翁建增说，即使上厕所也得向
中心值班主任请假，并让其替班。“上厕所
都是一路小跑，吃饭也是专人来送，有时因
为接听电话、下达命令多，一顿饭都得吃两
个多小时。”

邹彦军说，如果把铁路线比喻成五线
谱，那么一列列火车就是一个个音符，火车
司机就如同乐手，而调度员就是乐团的指挥
家。只有在指挥家手中指挥棒的正确指引
下，乐手们才能奏出美妙的乐章。

过去，调度员必不可少的“老五件”是
电话、笔、线路图、尺子、橡皮，他们用铅
笔在图上标记各种下达计划，变化之后再用
橡皮擦掉。如今，电话、鼠标、键盘、防灾

预警系统组成了“新武器”，信息化手段也
让一个调度员从最多管 10 多个车站，变成
了 50 多个车站。

“中国铁路每天都在进步，对调度员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每个指令都关乎千百人的
生命安全。”翁建增说，只要一上岗，精神
就进入高度紧张状态和超强快速运行模式，
分析和处理列车运行数据、就天气和线路运
行等情况与车站及列车电话沟通……虽然旅
客感受不到我们，但春运旅途上安全的“守
护天使”却是真实存在。

在家人团聚的元宵节，指挥中心的调度
员们边吃饭，边监控调度屏，不时放下手中
的筷子，接听电话、拨打电话、下达命
令…… 新华社哈尔滨 2 月 11 日电

“上厕所要请假，一顿饭得吃两个多小时”
探访我国铁路网最北端铁路局调度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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