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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于上世纪60年代加入中铁二局，他们那一

辈铁路工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二老工人”。

自记事起，父亲就是家里的顶梁柱。那时候，

每月一封的家书往来，是平淡生活中最大的期盼。

一笔笔准时从邮局汇出的工资，一封封字迹工整的

钢笔信，跨过千山万水，承载着我们和父亲彼此的

牵挂。父亲的信纸短情长，字里行间，我很少能找

到父亲的工地生活、工作的场面。只知道父亲最早

是一名木工，后来大多数时间在隧道从事开挖、衬

砌工作，甚至在涌水、突泥、坍塌等高危环境下工

作。因为表现好，业绩优，后来当了工班长、工程队

长。

直到 1985年，已经 10
多岁的我才有机会去南

（宁）防（城港）铁路工地探

亲看望父亲。第一次出远

门，从重庆乘火车到南宁，

再转汽车从南宁到钦州，

距离工地还有几十公里，

需要搭乘过境公共汽车。

在钦州车站，我举目无亲，

四顾茫茫，小心翼翼地向前询问穿制服的工作人

员，听不懂当地白话，靠各种手势不断比划努力交

流，终于在傍晚到达茅岭江旁边的工地，见到满身

是汗的父亲时，我已是蓬头垢面，喜悦中掺杂着酸

楚，两人呆呆地站了半天，相视一笑，竟无语凝噎。

后来我才知道，当天有队上的汽车到钦州，父亲本

可以利用队长身份顺捎带我回工地，但他却没有这

么做。

父亲常说：不怕苦，吃苦一阵子；怕吃苦，吃苦

一辈子。时至今日，这句话一直激励、鞭策着我努

力上进。

在那个通信和交通都很落后的年代，父亲那一

代的“二老工人”固守着心中的原则，没有豪言壮

语，只有埋头苦干，在成昆铁路、湘黔铁路、南防铁

路、外福铁路等国家铁路干线上奉献青春和热血，

为了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和铁路建设事业，甘

当铺路石。

1987年，父亲随大部队转战外（洋）福（州）铁路

改建工程，二处指挥部设在樟湖坂镇，五队在俄洋

镇的黄田村。父亲每星期都要坐队上的自卸翻斗

车，经黄田沿山顺着滚滚闽江边上的施工便道到樟

湖坂开生产会。后来，指挥部给工程队配了一辆双

排座汽车，由于指标有限，五队申请第一批购车没

有轮上。看到其他队的队长坐着崭新的双排座汽

车去开会，而五队的汽车却迟迟没有到位，父亲羡

慕极了。有一次，他到指挥部开会，乘坐的翻斗车

偏偏在半路上出了故障。急性子的他，竟然不顾劝

阻，一个人顺着还没成型的桥梁、路基，穿过新开挖

的黑压压的隧道，闷头就往指挥部走。从早晨 7时

一直走到接近中午的 11时 30分，到达处指挥部时

正好赶上会议结束吃中午饭。把一双只有去指挥

部开会才舍得穿的皮鞋，硬生生地磨出一条大口

子，弄得指挥部所有领导啼笑皆非。直到后来我参

加工作后，很多前辈当面提起这段往事，我才知道

父亲当年是出了名的“弯棒”队长。

时光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中溜走。长大后的

我也与父亲一样，加入了中铁二局，成了一名光荣

的铁路人。父亲和我在二处成了名副其实的父子

兵。

1999年，我以处工作组成员的身份到父亲所在

的株（洲）六（盘水）复线贵州段施工现场出差。此

时父亲由于年龄原因，改任第三工程队副队长。那

天刚到队上，父亲一把将我拉进他住的工棚，从床

板底下摸出 3000元钱，托我带回家交给母亲，我看

到父亲的手有些颤抖。他一生勤俭节约，这3000元

钱不仅是他日积月累的积蓄，更是他对家庭满满的

爱和责任啊！临走之前，我和父亲在工地铁路边上

合影。父亲去世后，在他遗物中看到这张珍贵的照

片，我才知道他生前一直保留着。

2014年，父亲出现连续长时间咳嗽，严重影响

了日常生活和睡眠。通过几次专家会诊后得知，由

于在隧道工作时间长，肺部已有碳沉积物，外加CT

显示肺部结节增大，需要做胸外科手术。手术当

天，我们一家人陷入了无尽的担忧。临近中午，才

得知父亲术后进了 ICU重症监护室。翌日早晨，父

亲转到普通病房，我们一颗悬着的心稍稍平复了些

许。上午查房的时候，主治医生告诉我们父亲的手

术很顺利，病理活检结果是非小细胞肺癌，接下来

是漫长又艰辛的康复期。一年后复查，这位医生仍

然记得父亲的住院床号，胸透片子显示，手术效果

良好。

2018年春节前，父亲因为咳血再一次住进医

院，检查发现肺部肿瘤已经转移，此时距父亲肺癌

手术已经 3年多。由于身体状况不适宜再做手术，

只能靠药物保守治疗。3月份，我从老挝工地回去

看父亲，他已经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为了满足父

亲想回家看看的愿望，我和弟弟用轮椅把他推到楼

下，搀扶着回到家中。也许父亲知道这是他最后一

次，他慢慢支撑着虚弱的身子，走进房间，小心翼翼

地从抽屉中拿出一摞发黄的珍藏了几十年的获奖

证书。父亲眼里饱含泪光，静静地凝望着它们，思

绪仿佛回到了从前。那是他在中铁二局工作期间

获得的“先进生产工作者”和各种参会代表证。我

们深知父亲很珍惜这些荣誉，良久不忍打扰。

回到医院，趁着父

亲心情大好，我们围坐

他身边，回忆畅谈儿时

的趣事，一家人谈笑风

生，完全忘记了病痛和

不安。我心里很清楚，

第二天要赶回工地，不

知 下 次 回 来 还 能 见

否？在给父亲修剪指

甲时，我几次扭头偷偷

抹去滑落的泪水，担心被父亲看到，又强颜欢笑。

5月2日，我在老挝工地通过微信与父亲视频，

他的神志有点模糊，我努力地让他听见我说话的声

音，说过几天就回去看他，父亲嘴里只能发出“嗯、

嗯”的单音。当天 17时 30分，父亲安静的躺着，永

远离开了我们。

往事历历在目，一转眼父亲离开两年了。我依

然感觉到空气中还弥漫着父亲的气息，眼前浮现着

他的音容笑貌。一位作家曾说过：＂所谓父母子女

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

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我陪伴着父亲随

年华老去，父亲和我一同见证了二局的成长。

数十年来，父亲和大多数“二老工人”一样，一

辈子生活、工作奋斗在中铁二局。作为新时代的二

局人，我已走出国门，参加“一带一路”的中老铁路

建设。由于流动施工常年在外，没能在父亲床前尽

孝送终，这是我内心永远无法平复的愧疚。仔细想

来，像我这样愧疚的人，在中铁二局又何止成百上

千呢？

在中铁二局迎来 70华诞之际，窗外热浪滚滚，

40度的高温炙烤寮国大地，奋战在异国他乡中老铁

路的中铁二局人正在紧张的施工，他们正在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为把中老铁路建成“一带一路”、中老

友谊标志性工程，书写着中铁二局和中国铁路新的

历史篇章。

7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铁二局人，高举“开路

先锋”大旗，为了中铁二局的振兴发展，为了中国的

铁路建设事业，默默奉献、矢志坚守、顽强拼搏、越

挫越勇。历史会记住每一个接力的二局人。

父子兵 二局情
□ 黄宁树

““奋进七十年奋进七十年””征文征文

高擎党的旗帜，勇当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先锋。

历经三次整合、三次壮大，2012年再次更名的中铁

二局六公司，在第一次、第二次党代会提出的“两步

走”“新两步走”发展战略的指引下，企业发展成效

斐然，实现了从中国中铁定点帮扶单位到三级工程

公司“20强”的华丽转变，走出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崛

起之路。

回首征程，党的领导贯穿企业管理的全过程，

引领着企业回应时代企盼，登高望远。

领 航
六公司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抓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把党

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的关键。通过将党建工作总

体要求纳入《公司章程》，六公司加强顶层设计，先

后印发了《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实施办

法》、《党委会议事规则》《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

细则》《党内监督工作实施办法》《加强三基建设实

施方案》等重要文件，确保党建制度体系的不断健

全完善，引领企业发展。通过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

党的要求，六公司“三重一大”事项严格遵循依法决

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原则，折射出企业党建工

作的科学化水平，充分体现六公司发挥党委领导作

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牢牢抓住管党治党的

牛鼻子,把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党的领导，让六公司在深化

改革中始终具备大视野、胸怀大格局、谋求大发展。

为锻造更坚强的领导力量，六公司党委贯彻落

实第一学习议题机制，扎实推进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学习，确保学习频次和时长，创新整理印制了10
多期《共进课堂》内刊。长期坚持的“务虚研讨”

的模式催生了引领深化改革的新常态，班子成员在

结合外部调研和内部反思的基础上开展思想碰

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期间，六公

司班子成员分别领衔一个课题的专题调研成效突

出。4年来，务虚研讨不断推动着成果转化为制

度，助力公司牢牢掌握企业管理尤其是施工一线的

主动权，实现年度施工产值始终稳定在 60亿元以

上，4年累计完成施工产值 223亿元。并在 2018年

名列中国中铁三级工程公司20强第九名，新签合同

额连续 3年突破历史高值，并在 2019年突破百亿，

为建成“五有”企业奋斗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基 石
巩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六公司党委立足

“三基”建设，全面推行“四化党建工作机制”，让党

旗飘扬在施工一线。成都地铁 13号线项目两天内

完成长达330多米跨线桥的拆除。通过党组织居中

调配，项目将急、难、重、险的现场管理和组织任务

向党员倾斜，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公司党委主

要领导亲自坐镇，由六公司代言的“中铁速度”被各

大新闻媒体和自媒体广泛传播和高度赞誉。

这是六公司近40个在建项目攻坚克难的缩影，

论证着六公司党委在推进组织建设全覆盖的基础

上，明确“七个步骤”程序、“两大流程”要求、“一二

三四”载体建设思路的成效。通过开展好年度党建

工作责任制述职考评，为四化党建工作机制在“考

核工作数据化”实施闭环，六公司党委进一步激发

着基层党务工作者提升素质，正确履职，提升着基

层党建标准化水平。

抓实线下载体建设，六公司党委划拨专项党费

用于项目党员活动室的修葺和新建，基于“六有六

上墙”要求，全面推行“两角一区一分享”党员活

动室标准化建设方案。共进课堂在六公司 30多个

基层项目全面开办，成效显著；抓实线上载体创

建，党员先锋群搭建党员交流平台，周周发布的“先

锋周五见”扩展着党员教育的外延。做实党建工作

远程督查督办，进一步压实了党建工作责任制。借

助信息化手段开展的在线抽查督导、学习强国APP
擂台赛、党员广播站等相关工作和党建活动，推动

了党建元素从线下到线上全面渗透，从筑牢源头、

夯实基础、深化成效、内驱推动等角度践行着“务

实党建”总体要求，各基层项目党建主题活动有序

推进，蓬勃开展，支撑着基层党建责任制的全面落

实。

聚 变
向中心聚焦、为大局聚力。六公司党委着力班

子和队伍建设，大力开展青蓝工程、骨干轮训、岗前

交底、制度宣贯等各类培训，提升队伍素质。坚持

正确选用导向，凝聚浓厚干事氛围。制定并实施 4

年人才发展规划、实行公开招聘结合外引内疏优化

队伍结构，通过干部考核、档案写实和日常履职巡

查净化队伍风气，为员工成长成才、建功立业搭建

平台。

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最美职工徐州为代表

的风流人物不断涌现，激发着六公司人前行的力

量。得益于人才队伍的高度凝聚，企业攻克了诸多

丰碑工程施工。中老磨万铁路项目部克服雨季施

工和征地拆迁等困难，实现率先桥梁桩基成桩、桥

梁墩台成型等全线多个第一和 48天打通阿速坡抢

险灾后重建通道的优异成绩。老挝国家主席本扬·
沃拉吉给以高度评价，荣获老挝发展勋章和总理嘉

奖令。

随着中铁二局34米最深基坑（杭州4号线新风

站）、亚洲最大地下双层地铁停车场（成都地铁 7号

线崔家店停车场）、810米超长车站（杭州 6号线丰

北站）、全国在建最宽三线合一地铁车站（杭州 1号

线萧山机场站）、“9隧13洞”典型复杂断面（天府机

场下穿滑行道隧道群）等工程频结硕果，六公司在

地下空间施工领域“超大、超宽、超深、超长、超复

杂”基坑施工的品牌实力日益凸显。

创造历史，非团结不能；重担在肩，非奋进不

能。几年来，企业上下工作作风持续向好，风流工

程和先进人物不断被各大媒体报道，主旋律号角被

嘹亮吹响，谱写着和谐共进的壮丽凯歌。

共 进
从展板海报到网站、官微、移动平台的推广，从

六公司第一次党代会后文化理念体系搭建，到“筑

路之歌”系列海报的推广，从“小六哥”官方微信创

办到新媒体矩阵成型，新老媒体载体建设的过程，

见证着职工力量的涓涓细流，汇成蓬勃发展的强劲

动力。

通过做优做实“十个一工程”、“三不让”、“四季

送”、“员工健康关爱计划”等品牌活动，六公司全体

员工实现解困脱困。机关是家，30余间单身公寓成

为温暖港湾，“温暖的客厅”EAP活动、职工书屋、机

关陈列室等延伸关爱之路。四川省“工人先锋号”、

“十佳劳模创新工作室”、中国中铁“模范职工之

家”、国家级和省部级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

杰出女性等奖项，激发着全体六公司人前进的动

力。随着十年青蓝工程坚持推进，青蓝杯比赛、青

字号活动深入开展，青年五四奖章、模范师徒、杰出

青年、青年文明号等荣誉层叠涌现。以青春力量助

力健康发展，完善共进基因。

六公司党委把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作为推动

企业文化的核心要义转化为全体员工文化信仰的

关键，在“强企富工 和谐共进”发展理念中孕育“共

进”文化品牌。

风雨共担 在传承中激流勇进；丰碑共铸 在攻

坚中高歌猛进；发展共赢 在互惠中携手并进；正气

共扬 在团结中阔步前进；先锋共当 在创新中励精

图进；成果共享 在改革中砥砺奋进。

“六共六进”的解读是对开路先锋文化的一脉

相承，指引着企业践行集团公司发展方略，在新时

代扬帆起航，实现有能力、有规模、有效益、有文化、

有信誉，追求高质量发展，争当中国中铁三级工程

公司排头兵。

旗帜鼓荡，登高丘以望远；壮怀激烈，揽江山而

勃发。

共进的六公司，未来可期。

题图：荣获国际优质工程奖的深圳机场站坪

穿越千岛湖5A级景区的杭黄高铁进贤溪大桥

亚洲最大地下双层地铁崔家店停车场

深圳龙华有轨电车项目大和站环形天桥

荣获的第一个鲁班奖——衡广复线铁路工程

张花高速三角岩大桥6个百米墩，最高133米

··六公司党工部六公司党工部··

望望 远远
——中铁二局六公司第三次党代会巡礼——中铁二局六公司第三次党代会巡礼

每到星期二，我总会在电务公司传达室寻觅最

新一期《铁道建设报》的身影，然后开心地拿起报纸

查看自己的投稿有没有见报，接着翻阅最近一段时

间二局发生的新闻，观摩、学习前辈的精彩言论、同

伴儿的文艺作品。当天，倘若报纸没有送到，我会

在工作闲暇时点开《铁道建设报》的电子报网页，阅

读报纸上刊登的重要新闻。作为《铁道建设报》的

铁杆粉丝儿，在我心中，对《铁道建设报》还有一种

别样的情怀。

2012年的一天，同事拿起报纸告诉我：“你写

的游记在《铁道建设报》上刊登啦！”我一惊，急忙

找出报纸一看，果然在第四版上刊

发了我的散文《西行游记》。那是刚

参加工作不久，在第一次参加单位

组织的海螺沟集体活动后，我在企

业网站文学板块写的一篇散文游记

被同事投稿到《铁道建设报》，没有

想到这篇文章却被编辑老师看中并

采用了。读着散发着油墨馨香的文

字，自己心里不由得涌起一股复杂

的情愫——喜爱文学却从来不敢向

报刊投稿的我，既有一份喜悦，更多了一份感激。

她犹如一位老师。在第一次见报后，我写作的

信心得到了鼓励，后来陆陆续续在报纸上发表的也

多是文学类作品。没过多久，由于工作安排，我分

管了一部分单位的外宣工作，开始尝试采写消息、

通讯等新闻稿件。记得第一次刊登的新闻稿件是

青岛北客站项目顺利完成“天窗点”接触网软横跨

施工的新闻，写了近 600字最终见报了，但原稿也

被编辑老师改得面目全非，除了保留的新闻事实，

基本上“体无完肤”，字数也减少到

200字。但看到报纸上仍是自己的署

名，依然兴奋不已。那次之后，我又

连续投稿了多篇关于施工类的新闻

稿件，大部分石沉大海，见报的四五

篇稿件经过编辑老师“批改作业”一

样的修改，我渐渐懂得了一些新闻稿

件的写法。《铁道建设报》犹如一位老

师，手把手地教我怎么去写稿，写什

么样的稿，把一名生手慢慢地锤练，

逐渐提高，不断成熟。

她更是一位挚友。之所以坚持

不懈地看报、写稿，最重要的是有一支团结向上、积

极热情的编辑团队，把新闻通讯员当做朋友般对

待。记得有一次去报社领取单位的半年度稿费，编

辑叶素娟老师看见我关切地询问：“小苏，你写得不

错！最近怎么都没见你投稿了？”我不禁脸红，那段

时间忙于其他工作，同时也因为实在太忙，给自己

找到一个懒惰的理由，写稿子确实落下了。平时只

是通过微信、QQ、广讯通等平台联络过，没想到叶

老师还记得我这个普通的基层新闻通讯员。此后，

我多次主动请教叶老师和其他版面的编辑，稿件具

体该从什么角度去写？他们也总是详细讲解。

2017年 10月，单位需要报道淮

南项目部大拨接重要节点工期任务

推进情况，我第一时间想到《铁道建

设报》。沟通联系后，编辑老师积极

帮我想办法、出主意，为稿件的顺利

见报提供了重要帮助。同时，通过

《铁道建设报》这个平台，我认识、结

识了一批兄弟单位志趣相投的朋

友，成为自己人生路上的一笔宝贵

财富。

正是因为《铁道建设报》的培养和编辑老师的

支持、鼓励，使我重新燃起年少时的文学梦，让我对

写作充满了激情与动力。在负责的新闻报道工作

上一步一个脚印儿，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新闻通

讯员。如今，在岗位上一心一意抓新闻，写稿子，强

业务，自己的专业素质和能力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因为《铁

道建设报》，我多了一份期待，多了一份执着，多了

一份自信。我衷心地祝愿《铁道建设报》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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