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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冯大鹏、宋晓
东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
亏”，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
西辛庄村村委会门前一块
石碑上，刻着这样九个红
色大字。

这是西辛庄村党支部
书记李连成的座右铭。在
做村支书的 20 多年里，李
连成甘于吃亏、勇于吃苦，
带领“一穷二白”的西辛庄
发展成人均年收入近 3 万
元的“全国文明村”。

“当干部就要

给村民干点实事”

西辛庄村是豫北的一
个贫穷闭塞的小村庄。过
去，这里是白茫茫的盐碱
地，只长茅草不打粮。李连
成看到了蔬菜市场的前
景，率先搞起了蔬菜大棚，
成了全村“首富”。1 9 9 1
年，在群众的推举下，李连
成当选为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

“当选的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是一名党员，现在又是村干部，当干部就要给村民干
点实事，带领全村人富起来。”琢磨了一夜，他决定从自
己最拿手的大棚蔬菜做起。

李连成先把自己的两座大棚转让给两个贫困户，
并对村民承诺，谁搞蔬菜大棚，我就帮他借钱、跑贷款，
免费提供技术指导。在李连成的带动下，村民从观望到
试试看，再到抢着上，两年时间全村建成了 40座蔬菜
大棚，西辛庄成了远近闻名的蔬菜生产专业村，仅种菜
一项，全村就人均增收 800 多元。

“发展不能总走老路子。”看到蔬菜种植遍地开花，
李连成提前思考村里的转型发展，他挨家挨户地动员，
筹资 21 万元，以股份制形式建起了西辛庄第一家企
业，生产再生纸，试生产的第一年，参股的每户净得红
利 12 . 7 万元，开启了西辛庄的发展新路。

北上天津、辽宁，南下上海、江苏参观考察、招商引
资……在李连成的带领下，西辛庄建起了电光源工业
集聚区，入驻企业 16家，其中台资企业 4家，安置劳动
力 1 . 2 万人，实现年产值 10 亿元，利税近亿元。

2017 年，西辛庄村人均收入达 29000 元，村民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教育服务、解决就业养
老问题。

今天的西辛庄村，有着宽敞的马路，整齐的居民住
宅楼，繁华的商业街，齐全的饭店、宾馆、超市，美丽的
绿化带。“谁到我们西辛庄都说像个城市似的，来了都
不想走。”西辛庄村村民李志新自豪地说。

“群众拥护啥我干啥，不拥护的我坚

决不干”

李连成说，西辛庄发展成功的经验，就五个字———
听老百姓的。

“群众拥护啥我干啥，群众不拥护的我坚决不干，
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起，西辛庄无论是上项目、搞
规划还是修道路、装路灯，李连成都会带着“两委”干部
到群众家征求意见，没有任何一件事是由村干部私下
拍板决定。

“村里的每一分钱，都是群众辛辛苦苦挣来的，谁
也没有权利乱花。”李连成最清楚，群众盼的是共同富
裕，最反对的是干部多吃、多占。当支书的第一天，他就
对全体村民立下誓言：不喝村里一盅酒，不吸村里一根
烟，不乱花村里的一分钱。

在李连成当村支书的 20 多年里，西辛庄没有一
分钱的招待费，村干部没有吃过群众一回请，全村没
有出现一起上访告状的事情。

但是，在涉及村民的公益事业上，李连成特别大
方：投资 100 多万元建起了全市一流的花园式小学和
全镇第一家敬老院；建成了文化室、图书室；盖起了医
院，购置了先进的医疗设备，解决了当地群众就医难
题；这些年，他个人为村里困难户捐助超过 20 万
元……

为了带动更多群众致富，李连成还将西辛庄村企
业入股权和务工权向周边村子开放，到西辛庄村务工
的外村外地人最多时达 1 . 2 万余人。

“‘当家人’要带吃苦的头，带吃亏的头”

“作为村里‘当家人’，要带吃苦的头，带吃亏的头，
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家里的事。只有这样，群众才会真
心拥护你。”李连成说。

刚兴办纸厂时，村集体没有积累，银行贷款困
难，村“两委”决定由大家共同入股。李连成自己率先
入股，并向村里人承诺：“赚了大家按股分红，办砸了
我自己赔”。纸厂最红火时，李连成设法做通其他股
东工作，把价值近 200 万元的纸厂，作价 68 万元转
让给了全村，让全村农户“家家是股东、户户有工
人”。

在李连成的感召下，西辛庄干群关系融洽，人人干
劲十足。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只不过多办了一
点事、多吃了一点亏，没想到能得到这么多认可。”李连
成表示，做一天村支书就要把群众的事办好，把西辛庄
建设得更加美好，把西辛庄村的集体经济做强做大，带
领村民一起奔小康。

新华社郑州 2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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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邹声文、郎秋红

春节到来时，每一条路都是回家的路，每一
条路都有默默的守望者。

长白山北麓老松岭，林海雪原最深处，连接
东北三省东部广大区域的图(们)佳(木斯)线穿
山而过。这里海拔 1000 多米，冬季气温经常低
于-30℃，半年积雪，人迹罕至。

2006 年，图们工务段整合，驻守这里的班
组撤走，冬季需要一人值守雪山上的两个铁路
隧道。领导征求意见，没人吭声。当时 47 岁的赵
修国说：“我来。”

一座雪山，一条铁路，两个隧道，他这一守，
就是十多年。

隧道建于 80 多年前，老化严重，多处涌水，
极寒中很快就凝结成冰，威胁过往列车的安全，
必须及时清理。

清晨，当第一趟列车通过后，赵修国背上背
包、拎上工具，离开住宿的小屋，踩着积雪向隧
道进发。我们跟在他身后，一次次地掉进深深的
雪窟里。他一边拉起我们一边说：“今冬雪小，以
前积雪经常齐腰深，更不好走……”

顶部渗出的水滴，凝成一两米的冰柱，悬挂
在洞中；两侧涌出的水流，冻成数米宽的冰瀑，
使隧道变窄；地面的涌水变成坚冰，一旦漫过一
定高度，就会导致列车脱轨。

老赵知道自己的责任。一进隧道，他就打开
头灯，忙个不停：一会儿挥舞长杆，打掉洞顶的
冰柱；一会儿手持钢钎，剥落厚厚的冰瀑；一会
儿抡起重重的铁镐，刨开地上坚硬的冰层……

长年在隧道劳动，老赵对脚下的铁轨太熟
悉了，不用灯，也能在轨道上稳步前行；他还练
就了一双异常灵敏的耳朵，仅凭听，就能知道水
情和冰害。

“干是一身汗，停是一身冰。”隧道寒气逼
人，刚待一会儿，我们的双脚就冻得如针扎一样
疼。老赵却忙得满脸淌汗，摘下帽子、脱下棉衣，
继续清理隧道里的各种冰患。寒风一吹，发上的
汗水很快又结成了冰花。

忙到中午一点多，才把上午的活儿干完。在
隧道里待久了，谁都会觉得憋闷，但老赵说，他
喜欢隧道。因为只有干活的时候，听着涌水的流
淌声、冰块的掉落声、列车进洞前的鸣笛声，他
不会觉得寂寞。

老赵不怕累，怕寂寞。这里没有工友，附近
林场的人十多年前都已搬走。值守隧道的第一
年，他一个人在山上待了 5个多月。下山后，妻
子发现他话都不会说了。

12 年时间，搭档换了 4个，只有老赵在一
直坚守。雪山上的每一朵雪花、每一棵白桦，都
见证了他的寂寞深深，也见证了他的孤独守望。

有一年春节，雪下得特别大，一列火车行驶
到半山坡爬不上来，列车和站台相互呼叫，但因
风雪太大，信号不清，十分危险。正在隧道中除
冰的赵修国从对讲机中听到了双方焦急的呼叫
声，赶紧扔下手中铁镐，顶着风雪跑到附近车站
报信，最后加派机车才把列车牵引了上来……

这样的英雄壮举很少、很少。绝大多数时
间里，他每天就是在风雪中进洞、出洞，刨冰、
铲冰，在小屋里做饭、吃饭，等车、值守……

当其他人扛不过寂寞的消磨而放弃，他
却将寂寞变成了习惯：天暖时，他就来到隧道
口，把雪下杂乱的石头一块一块地垒起来，垒
得整整齐齐；极寒时，他就在屋里一遍一遍地
擦桌子，擦灶台，擦得锃亮照人；晚上实在无
事可做，他就会看着墙上的挂钟，指针在“滴
答”声中一圈一圈地走……

自从上了老松岭雪山，春节时领导多次
给他排过别的班，他都悄悄地换回来。他说，
年轻人更怕寂寞，还是让他们回家吧。

内向木讷的老赵，心中也有最深的牵挂，
最柔软的亲情。因为，数百里外的家里，有贤

惠的妻子，懂事的女儿，活泼的外孙。
还有放心不下的 90 岁的老父亲。每次进

山前，老赵都要在家里的小黑板上写一句：
“爸，我去顶班了。”老人记忆力减退，会经常
哭着找儿子，只要看到这块小黑板，就会安静
下来……

秋天飘雪时上山，春天雪融时下山，一个
值守工期就是半年。每当列车经过，他总会静
静地伫立、凝望那流动的车窗。他说，看到那
些一闪而过的旅客和一张张笑脸，也能感受
到他们与亲人团聚的那种喜悦、幸福……

蔬菜只有上山时带来的土豆、干豆皮。每
天，老赵简单炒一个菜，就能对付一天。桌前
的镜子上，贴着一张全家福。吃饭时，他时不
时抬起头，注视着照片上妻子、女儿，想象着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聊着……
今年，是老赵在雪山独自度过的第十个春

节。他说，过完这个春节，自己也快退休了，彻
底告别相守十年的这座雪山、这些隧道……

夜晚的老松岭，除了风声，一片寂静。老赵
说，有人要回家，就有人要守望。雪山守隧人的
信念，是这么朴实。

夜深了，老赵出门送我们。风雪中，他握着
我们的手，依依不舍。他说，好久没有跟人说过
这么多话了。

林海雪原之上，银河横亘，繁星点点。无数
平凡的星星，辉映成灿烂的星河。

越来越远，老赵的身影也越来越小。他依
然站在小屋前、站在雪原上，不停地向我们挥
手…… 新华社长春 2 月 11 日电

你的风雪归程 他的十年守望
新华社记者探访雪山深处的铁路守隧者

▲隧道两侧渗出的泉水，会凝结成十多米宽的冰瀑，必须用铁镐刨碎。飞溅的冰
屑划在脸上，当时不觉疼，过后就是一道道血痕。 本报记者许畅摄

本报记者汪奥娜

春节将至，流动的列车每日送数以百万计
的旅客踏上归途。面对如此大的客流量，铁路的
平安与有序离不开幕后的护航者。记者走访了
三个少有人注意的工种，他们在枯燥乏味的一
隅尽职尽责。

扳道员：听惯了道岔碰撞的咔嚓声

还有 6个月，60 岁的陈晓明就要从马鞍山
站退休了。春运 40 年，扳道 40 年，“一辈子就干
了这么一个工种。”陈晓明说，年轻的铁路人看
到他的工作证都惊讶，扳道员是干啥的？

1978 年，21 岁的陈晓明被分配到马鞍山
站从事扳道工作，服务乘客列车线路，也叫“正
线”。那时的扳道主要还是靠人工，通过扳动道
岔手柄改变道岔尖轨的位置，使列车驶入指定
的股道。

说着简单，干着可不轻松。老陈说，接车的
时候，先等值班员发出命令，一般长的线路需要
三个扳道员在三个点一起作业。“一看二扳三确
认”，这是老陈烂熟于心的口诀。扳动道岔旁的
手柄，尖轨就通过联动装置移动到对应股道，看
尖轨紧密地贴合轨道后，再为手柄插上插销。

三个人之间还要“要道还道”，就是互相确
认指令中的股道与进路都已开通。因为隔得远，
他们白天拿着红旗黄旗，夜里就拿着信号灯。
“就是《红灯记》里用的那种，我家里还留着，发
信号的动作现在都能编成广场舞，”老陈边说边
笑。

春运期间，列车、临客增多，一天下来，两倍
于平时的工作量，一大半的时间都得待在户外，
碰到刮风下雪，帽檐上就会结起细细的冰溜子。
每次扳道，道岔与道岔碰撞的咔嚓声最让老陈
放心。“服务正线可不能出岔子，后果太严重了，
所以再简单的动作也要用百倍的细心，”老陈
说。

1994 年，车站“6502改造”后启用了半自
动化连锁设备，实现了自动扳道，老陈也就从
“台前”走到“幕后”，虽然还是同样的工种，却换
了“服务对象”。

每到春运时，他就更忙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煤炭等保障性物资集中到达，货物量比平时增
多近两成。当满载煤炭的车辆顺着钢轨从高处

溜下，带来的风中夹杂着煤灰，一天下来，他的
头发、鼻孔满是煤灰，9 平方米的扳道房更要进
进出出多次。“最怕下雪，卡在钢轨的缝里，有时
就差这一公分，落不下去槽。”老陈说，那要赶紧
清理轨道。“计划就是命令，不能慢一秒。”

1958 年建站的马鞍山站是宁芜线上的一
个客货运车站，主要服务于马钢公司煤炭、钢铁
等业务和周边地区几条专用线的运输工作，随
着我国铁路的发展，这个 60 年未曾有过大变化
的车站将迎来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改造。

作为宁芜电气化改造工程中的重要一环，
通过改造，整个线路将由目前的单线变为双线，
届时宁芜线的运输能力将翻上一番。

对于和老陈一样的 12 名扳道员来说，即
将实施的电气化改造意味着他们的岗位也将
告别历史舞台，或退休或转岗到行车、客运等
岗位。老陈说，听惯了道岔碰撞的咔嚓声，以后
的生活里没了这些声音，可能还得花一段时间
去适应。

40 年了，老陈经手的车没有出现过任何挤
道、追尾事故，“自己很骄傲，但也知道，这是最
基本的要求。”

行李员：一个星期三个生物钟

53 岁的张进与 47 岁的王芳都是合肥客运
段泰深车队广州车 9 班的列车行李员，夫妻同
在一个岗位的还真不多见。他俩负责合肥到广
州的 K311/2 次列车，在最末端，看管着旅客的
托运行李。

下午 1 点 20，合肥发车，张进当班。1 点
50，列队到餐车就餐。王芳吃完就开始在宿营
车休息，晚上 9 点接过张进的班。然后换张进睡
觉到早上 7 点，吃完早饭后，夫妻俩双班作业。
因为在 8 点 54 分到达广州站前，需要清点运单
票据，填写好行李货物装卸密度表，提前做好交
接工作。

上午 10 点 24 分，广州站停车不到 2 小时
后，开始返程。夫妻俩在行李车厢的不同区域挂
上站点铭牌，便于各站点的装卸员摆放不同目
的地的货物，然后再围上隔离红带，防止货物混
淆。11 点，张进值班，王芳休息，晚上 8 点半交
班。

这是第一趟，紧接着夫妻俩还要跑第二趟，
换王进上夜班。

跑四天，休四天。到了家又是正常的作
息，一个星期三个生物钟。

记者见到王进的时候，他因为替同事值
班，已经连续跑了 6 天。“不像年轻的时候，现
在要睡一天一夜，才能解乏。”张进说。

虽然不直接跟乘客打交道，看管行李也
是个技术活。碰上大站，停车十分钟，装卸的
货物却有三四百件。好几个装卸工同时把货
物放上车，行李员既要数件数，又要观察货物
状态，需要瞬间发现并解决问题。

到站后，先是从车站行李员那里接过货
单，“一件件核对票号与发到站显然不现实，
所以先把总件数锁定，开车过后再仔细核
对。”张进说，“大不压小，重不压轻，方不压
圆，要留有防火通道。”除此之外，鲜活的、加
冰的不能与干货放在一起，化学物品要跟食
品分开，防止互相污染。

开车后，行李员就坐在 3 平方米的工作
间内，通过小小的瞭望窗口，时时看着货仓内
的动态。还要一小时巡检一次。工作时不能使
用电子产品。

“枯燥无味，连窗外的风景都看了 20 多
年，但也习惯了。”张进说。车厢晃动，持续性
的噪音让人犯困，还容易饿，车上一顿的饭量
能顶在家一天吃的量。

张进是段里有名的业务能手。每年，合
肥客运段都有业务比武，考核内容涉及所有
工种，根据电脑考试成绩评定星际，三星最
高。

去年，泰深车队一共是 476 人，拿到三星
的只有 24 人，张进就是其中之一，操作电脑
还战战兢兢的他考了 100 分。

2 月 9 日，上车的前一天，张进又失眠
了，职业病。“默默无闻奉献的铁路人太多了，
我俩是最平凡的。对旅客负责，对家庭负责，
就好。”

车站派出所警员：孩子抱怨

爸爸不回家

在群山环抱的大别山腹地，为保障合武
客运专线 30 多公里的线路安全，合肥铁路公
安处金寨车站派出所天堂寨警务室已经驻守
了 8 年。

3 名年龄不到 30 岁的大学生铁警守在

这里。年龄最大的胡洋 29 岁，已经在天堂寨
警务室待了 5 年，28 岁的姜东工作两年，年
龄最小的祝贺 23 岁，刚来两个多月。

天堂寨驻站警务区辖区 30 公里 8个岗
亭，听着好像不算长，但是在大山里，从一个
隧道口的入口巡线绕到出口，要翻山越岭数
十公里，一个来回将近 100 公里。胡洋说，山
路不好走，汽车很难深入线路，摩托车是他们
的主要交通工具，每次巡线需要几乎一天时
间。

1 月初，大别山区连降暴雪造成大雪封
山，驻站点警务室已经停水五天。警务区的水
都是山上水管送下来的，连降暴雪、天寒地
冻，水管被冻住。驻站的三个小伙吃饭用水需
要到附近村中的井水中去取。

井水比较珍贵，想了想，他们干脆用铁锨
将屋外的积雪放进锅里，加热融化后，作为洗
漱拖地等所需的日常生活用水。

一个小站，三名民警，除了巡查线路、进
村入户宣传，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陪伴他
们的除了大山，就是院子里养的几只鸡、一个
八哥和自己建起来的小菜园。

天堂寨和墩义堂两个驻站警务区同属于
合肥铁路公安处金寨站派出所，都在大别山
深处。目前，10 位年轻大学生民警驻扎在这
里，平均年龄 27 . 5 岁，确保着 76 . 488 公里
线路的安全。

与家人分离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从苏
州大学毕业后干了 5 年村官的宗青龙，为了
圆自己的警察梦，穿上警服来了这里，同时也
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分居两地。一次，宗青龙正
在和远在老家江苏如皋的孩子连线视频，年
仅三岁的女儿在电话里问他，“为什么别人的
爸爸下班都回家，我爸爸下班了总不回家
呢？”

何津超的妻子为了离他近一些，从河南
开封老家考到商城县地方公安，又考到金寨
县公安局，带着不到一岁的孩子来到了山区。
虽在一地，小两口还是相隔 40 公里。

“列车的安全运行是对我们最大的褒
奖。”胡洋说。

从 2008 年合武线开通以来，金寨所已
连续实现 3200 余天的安全天，线路未发生
任何案件，2017 年还抓获 5 名公安部网上
逃犯。

不知冬春，只盯脚下

作 为 村 里
“当家人”，要带吃
苦的头 ，带吃亏
的头 ，把群众的
事当成自己的事

金杯银杯不
如 老 百 姓 的 口
碑 。我只不过多
办了一点事 、多
吃了一点亏 ，没
想到能得到这么
多认可

少有人注意的

铁路三个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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