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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老乡的指引下，我们在一

处倒塌的楼房前开始挖掘。挖掘前，

我们用生命探测仪对坍塌部位进行了

整体扫描，确认坍体下有生命体征。

两小时的紧张挖掘，队员们的体力已

经透支。鲁甸的气候温差很大，晚上

是冬天，白天是夏天，汗水将队员们的

衣服湿了一遍又一遍，实在支撑不住

了，换武警接着挖。临近中午的时候，又渴又累的队

员们终于把人挖出来了，遗憾的是，坍体下祖孙两人

已经没了呼吸。队员们肃立默哀，怆然泪下。

带队的老乡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几根黄瓜，是那

种发育不良的弯弯黄瓜。我和总工程师刘卫华分吃

一条，在掰的时候，黄瓜断成了一头大一头小，刘卫

华差不多和我一样胖，平时喝水吃东西都比我厉害，

但他毫不犹豫地把大的那一头给了我。我推辞了半

天接受了，感觉那是我一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黄

瓜。后来，每每提及此事，他都开玩笑说：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半根黄瓜的友谊哈。在饥渴面前，半根黄

瓜折射出的是人性的光辉，我永志不忘。

11时25分，经过与当地老乡沟通，确定了多处有

村民被掩埋。面对这种情况，队长文舟、党委副书记

李影平和总工程师刘卫华经过商议，决定把救援队

分成多组进行救援。其中一组搜救被困人员5名（后

发现均已遇难身亡），另一组负责参与运送遇难者遗

体，同时帮助一些困难灾民在废墟中清理生活用品

和衣物。下午2时左右，救援队得知在一栋倒塌的建

筑下面有一位 88岁女性老人被掩埋，队员们立即使

用生命探测仪进行探测，结果显示：生命体征在几米

以下混凝土楼板覆盖的废墟中。

初步确定大体位置后，李影平和其他队员经过

仔细喊话、实地查看及对房屋主人的询问以后，确定

老人被埋在距离屋顶中心较近的废墟中。该村由于

道路塌方、交通中断，大型机械设备更本无法在短时

间进入对水泥顶板实施吊移，从距离最近的顶板边

缘以导洞方式掘进也需要很长时间且非常不安全。

李影平在和其他队员商议以后，决定用我们携带的

电动剪割钳从距离老人最近的水泥顶板边缘剪开一

个缺口，并把缺口不断扩大，一直延长到老人被困的

正上方，最后一层一层地拨开老人上面的覆盖物进

行减压施救。这样不仅可以缩短救援时间，而且能

够保证救援人员安全施救。

救援方案制订后，救援队开始用扛上山的电动

液压剪割钳、手动钢筋剪割钳等专业救援工具，从垮

塌房顶的一侧剪开钢筋水泥板。两小时过去了，终

于在17时成功开辟出一个长约2米、宽0.8米的救援

缝隙。但当水泥缝隙被打开以后，出现在救援队面

前的是厚厚的覆土和另外一层楼的水泥顶板，原来

地震之前老人住在房子的一楼，房屋倒塌将她掩埋

在了一楼顶板下，刚刚剪割开来的是二楼的顶板部

分。面对这种情况，救援方案再次经过仔细推敲，最

后李影平提出用电动切割锯把老人附近的顶板切割

开，然后让一名救援人员下到老人身边，利用救援绳

绑住老人身体实施救援，这个方案很快得到在场救

援人员的肯定并具体实施。18时 41分，88岁高龄、

已被掩埋超过50个小时的熊正芬老大娘从近3米厚

的废墟里抬了出来。

老人被救出来后，发生了了一个小插曲，给本来

庄重的救援增添了几分喜感。得知老人获救后，她

的儿子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不断地向我们表示感

谢。当时天色已晚，面色干瘦发黄、身子显得虚弱的

老人看到儿子和我们不停地说着什么，刚从废墟里

被抬出来的她还不知道自己被埋了那么久，站起身

来一个巴掌扇在儿子脸上，说那么晚了还不回家做

饭，还在这里扯闲！这一巴掌把儿子打蒙了，却把我

们的队员打笑了。

救熊正芬老人的事我是听说的，因为当时我在

另外一个组，与队长文舟一块儿。我们小组刚出发

不久，一位妇女匆匆跑到队伍前面，几乎是半跪着拉

住文舟的手说：“你们帮帮我吧，我刨不出来啊！”从

她断断续续的讲述中，知道她仅一岁多的女儿被埋

在废墟下面。我们一路奔跑来到她说的埋人地点，

经过一个多小时紧张的挖掘，却没找到女婴，后来，

我们根据经验再次挖掘，又过了近一个小时，女婴找

到了，但已经没了生命体征。队员穆树元为此一直

深感自责，他说：“如果我们快一点，哪怕是再快一点

点呢，也许结果就不会是那样了。”

21时，我们开始返程，摸黑走了十

多公里山路，回到了临时驻地龙山乡

中学。考虑到余震可能带来的二次伤

害，我们决定晚上不再住学生宿舍。

天上还在下着小雨，地上积水有一公

分深浅，在中学的操场里，我们捡来一

些砖块，在砖块上铺了一层彩条布，就

这样躺在上面，听着身子下面汩汩的流水声，脸不

洗，鞋不脱，一觉睡到天明。

由于后勤物资被堵在路上进不来，接下来的几

天，我们到处去蹭饭，顿顿都是辣椒面拌着盐下白

饭，但大家却吃得很香，从来没想到白干饭拌辣椒也

能吃出大肉的味道。吃得不好无所谓，没有烟的日

子实在难熬。灾区内买不到烟，我就像掉了魂一样，

烟瘾一犯，哈欠连天。第二天晚上，发现这个问题的

工程部长王浩召集队员开会，议题只有一个：谁有

烟，通通上交。不明就里的队员不折不扣地执行了

这个决定。王浩把收集来的烟全部给了我，就这样，

靠这些零星的补给，我勉强支撑到了救援结束。

第三天，得知我们住宿窘境的云南省安监局帮

我们协调了四顶帐篷。晚上，我们终于不用淋雨了，

但相对封闭的空间，放大了汗味脚臭味，大家挤在一

起，队员的脚多数时候离我的鼻子只有两公分。管

他呢，瞌睡来了一样睡得死死的。

8月 7日，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已经过去，救

援队留下一部分人，开始由救援转为为灾区服务。

8月 8日，我随首批撤出的队员 20多人返回昆

明。五天五夜，在灾区内往返近 200公里，我们用腿

走出了一次不一样的传奇。在嵩明服务区，我请队

员们吃饭，一共点了28个菜，每个菜从上桌到光盘不

超过1分钟，餐馆老板说自己开了20多年的餐馆，第

一次看到有客人把菜吃得这么干净，后来听说我们

刚从救援现场回来，老板感动之余把我们的消费打

了6折。

鲁甸救援，国家应急救援中铁二局昆明队成功

地在萝卜地救出被埋生还者1人，搜救挖掘遇难者遗

体 7具，转移遇难者遗体 12具，转移受灾群众 200多

人，医疗救助32人，帮助受灾群众搜寻钱财物资共计

15万多元，牲畜 7头。央视、新华社等国家级媒体对

此作了专门报道。事迹虽然算不上可歌可泣，但过

程的艰苦确实值得回味。在感叹生命无常的同时，

让我更加热爱生活。因为救援，增加了我自己生命

的厚度，也为自己曾经在这个英雄的集体工作、战斗

过感到深深的自豪。 （下）

““奋进七十年奋进七十年””征文征文

我的救援故事
·李和君·

7月 1日，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机关报

《铁道建设报》创刊70周年。我与《铁道建设报》的

悠悠情怀，还得从上世纪90年代说起。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

的80年代中后期，铁道部开始向所属

工程局提出“打破大锅饭，丢掉铁饭

碗，勇敢闯市场，竞争谋发展”的改

革要求。铁二局步入市场找米下锅的

时代，相继中标了二滩水电站、成渝高

等级公路、深圳雅园立交桥等一大批

路外工程。当时我所在四处三队就在

成渝高等级公路项目缙云山隧道东口

施工，也就是那时，我认识了《铁道

建设报》。

1990年 5月，四处中标全长 5000
多米、全线第二长大隧道的成（都）渝

（重庆）高等级公路缙云山隧道项目。

为了安全、优质、高效地打好这一仗，

四处挑选了当时全处综合实力最强的

三队、八承担施工任务。这两个工程

队都是完成了福建外福铁路改建工程

后调转缙云山的。出口端施工的三队

在施工队部住地期间遇到了一场特大

暴雨，由于排洪设施尚未建成，暴雨夹

杂着泥土沿山坳而下，把尚在施工中

的几栋工棚全部推倒，还威胁着堆放

水泥、河沙、木材、油毛毡等各类建材

物资的库房。在这紧急关头，200多

名职工冒着倾盆大雨，挖沟、排洪、疏

通河道、搬运水泥、抢运河沙，就连炊

事班的同志也冲到了抗洪抢险一线。

那种抗洪抢险的精神与情景深深地震

撼了我。

事后，队领队要我写一篇新闻稿

件报道一下这帮筑路人。写稿件，如

何写？我拿着纸和笔苦思也不知从何

下手。就在这时，我倏地想起了此前

我看到过一张《铁道建设报》。那张报

纸上有一篇标题为《纠纠汉子李湾湾》

的人物通讯。受那篇人物通讯的启

发，当天晚上，我就以《铁道建设报》为

导师，用床铺当写字台，学着写了一篇

《抗洪抢险，人定胜天》的消息。稿子

不长，约600字，翌日便抽中午休息时

间踏着3公里的泥泞小路到最近的重

庆市走马乡邮政所把稿件寄了出去。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这篇稿子

在《铁道建设报》刊登了。工友们看了

非常高兴，要我以后多写点儿队上的

事情。

后来，我参加了指挥部举办的新

闻通讯员培训班。《铁道建设报》社记者张必容

老师现场讲授消息、通讯的写作技巧。通过培训，

我对新闻稿件的采写要领和稿件格式有了初步了

解。记得张必容老师在新闻通讯员培训班上强调

的一个观点：新闻通讯员不能把新闻

报道当作业余写作来对待，必须作为

党的新闻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写好稿件后要请党委书记审核后

再邮寄给报社编辑部，这样会提高稿

件质量和刊登率。指挥部党委非常重

视新闻报道工作，成立了指挥部新闻

报道小组。经过一年多的锻炼，我的

写作水平有了一定进步。一年后，我

被调到四处党委宣传科工作。之后，又参加了几

次新闻通讯员培训班的学习，写作水平和技巧有

了更进一步提升。

1991 年下半年，按照铁二局关于“打破大锅

饭，丢掉铁饭碗”的改革要求，局选择在缙云山隧

道施工的四处三队作为改革试点单位。三队主动

配合局试点工作，抽调 20人组成了隧道混凝土作

业工班，进行包死基数、独立核算，实行干多得多、

干少得少，自主分配。承包第一个月

下来，工人工资就比“大锅饭”时高出

约 30%。过去上班，工班长要一个一

个吩咐的现象一下子变成了自觉，工

人提前 10分钟全部到岗……接下来

几个月，工人工资从过去的几百元增

长到1000多元，工班工人的工资最多

的一个月在原来的基础上增长了3倍

多达到2000多元，这在当时绝对是一

个了不得的收入。一下子，三队炸开

了锅！人人要求实行承包制。我抓住

这件事采写了一篇《打破铁饭碗、碗里

饭更多》的通讯，刊登在了《铁道建设

报》头版头条。这篇报道，在全局引起

极大反响。

1993 年，一次，我到重庆指挥部

去出差，听说八队材料管理员王天明

在物资管理上非常严格，是一个好管

家，就是有点儿“古板儿”。了解到这

个新闻事实，我立即到八队对老王进

行采访。回到宣传科后，我精心撰写

了人物通讯《“老古板儿”王天明》。稿

件写好后，巧遇《铁道建设报》社编辑

王贤清老师到宣传科看望大伙儿，在

王朝南科长的引见下，我请王贤清老

师帮我指导这篇稿件。他看后认真点

评，还对我讲解了消息、通讯的写作要

领。后来这篇通讯被《四川工人日报》

《铁道建设报》《劳动导报》等多家新闻

单位采用。

那个年代，由于没有电脑、手机，

更不要说网络，业余时间除了看看电

视就是看报纸，剪报纸，收集报纸上刊

登的一些优秀新闻和文学作品，学习

他人的写作思路。那时，我们给写稿

子取了一个美名叫“爬格子”，很多时

候是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写稿，先是写

初稿，初稿写好后再抄写到稿笺纸上，

一个格子一个字，最头痛的是抄错或

抄掉一个字又要全盘重来。就这样，

我还是持之以恒地坚持用手中的笔把

身边的人与事和自己对生活的感悟，

真情地流露在方格纸上，邮寄到《铁道

建设报》社编辑部……渐渐地，我对写

稿的兴趣愈加浓厚。每每回想起当年

第一次看到署着自己姓名的稿件变成

铅字时，心里那种充满着难以言表的

喜悦与满足，那份激动和快乐，仍然记忆犹新。

时光荏苒，30年过去。自与《铁道建设报》相

识到结缘，我无论在什么岗位工作，与《铁道建设

报》这份缘均一如既往地延续着，从未中断过。在

《铁道建设报》的培养下，我也陆续在

《内江日报》《四川工人日报》《重庆

日报》《中国中铁》报等报纸刊登稿件

数百篇。同时，我也亲自见证了《铁道

建设报》由铅字排版印刷到激光照排，

再到今天的数字彩印。

如今，我依旧喜欢采写一些身边

的人和事，积极向自己的《铁道建设

报》投稿。工作之余，我经常翻阅《铁

道建设报》，静静地学习、咀嚼，细细地品读、欣赏

……看着清晰的字迹，嗅着淡淡墨香，感受着她每

一次、每一次、每一次浸入脑海的创新品格和时代

风貌。

我
与
《
铁
道
建
设
报
》
的
悠
悠
情
怀

·
宋
邦
华
·

每每仰望陈列室里那张“榆神之路”，内心的骄

傲、自豪与酸涩都无法言表。黑色的沥青路面从两

边无尽的黄沙中穿过，宛如一条长龙闯过金色的沙

漠，张扬着霸气，犹如一幅画卷，美轮美奂。透过画

的尽头，那些曾经在榆神奋战的一幕幕涌现了出来，

那些没日没夜苦战的岁月，那些青涩的、稚嫩的把青

春献给毛乌素的面孔们，那些被北风吹裂的嘴唇，被

雪水浸透的衣服……

2007年，我还是个见习生，一纸调令，我离开北

京前往陕北参建榆神高速。坐了一天一夜的长途客

车才到绥德,一路辗转一路奔波，又从绥德转中巴车

历时4个小时到达榆林，出城赶往当时项目安营扎寨

的锦界。

一路向西，越走越荒。沿途没有迷人的风景，只

有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黄色沙子汇成的沙漠，隔着车

窗我几乎都能感受到迎面扑来的黄沙横扫千军万马

般的气势。出租车师傅告诉我这里是最北端的黄土

高原与毛乌素沙漠的交界处，气候条件可不好了，春

天多发沙尘暴、夏天紫外线很强烈、冬天零下20多摄

氏度……肆虐的沙尘、似火的骄阳、凛冽的寒风，这

些字眼不时的充斥着我的大脑。

到了临建驻地，情况比我想象的复杂和艰难多

了。租的临时驻地就建在一个大沙堆上，场地没有

硬化、墙壁还是毛坯、水电都还没接通，按照当时业

主的要求，一星期之内必须达到办公条件。于是，前

期到位的人都是亲自干体力活儿，自己铺砖、自己硬

化场地、自己粉刷墙壁、自己安装桌子板凳，完全顾

不上鞋子里钻进的沙子以及被沙子磨破的袜子……

眼睛一睁开就干活、除了干活还是干活，没有什么单

调不单调，只有时间还有多久，还够不够用，在前期

建点的榆神，没有男人和女人之分，只有“狂人”和

“超人”。

榆神高速公路是中铁二局在陕西的第一个BOT
项目，成功与否关系到中铁二局的声誉和今后的发

展，更是展现中铁二局施工组织能力和建设水平的

大舞台。

当你来到了陕北、参建榆神高速，就注定要投身

到各类攻坚战中去，一场比一场卓绝。

在榆神，我们 4天时间完成了办公驻地建设；一

个月时间完成了 128根桩基，创造了陕北神话；我们

在零下 25摄氏度，采用蒸汽养护，正常预制 32米箱

梁，打破了当地几十年来入冬后停止施工的“惯

例”……2天时间完成了新增梁场选址，3天完成路基

平场整地、台座设立，10天时间时间开始生产箱梁，

30天完成了临时增加的箱梁施工任务，在这里，我们

不断创造奇迹又打破奇迹。

在榆神，我们不断改进工艺，反复试验，通过成

功运用干振法，实现了公司在风沙路基施工技术领

域跨越式的突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榆神，我们开展了“大战 90天”“冬季大战 90
天”“决战 90天”“再决战 120天”施工生产高潮……

每天都在大战，每天都在攻坚，在大战中成长，在大

战中实现节点目标，不断超越自己；在榆神，无论是

指挥长还是副经理，所有的领导班子成员每人一块

责任田，每人包保一座桥，吃住都在最一线；在榆神，

全面开花打开所有施工作业面时，为确保灌桩一次

性成桩，年轻的技术员担心混凝土供应间隔时间长

会断桩，一路哭喊着追着罐车跑了两里地……在这

里每个人都是主人，每个人肩上都扛着责任。

那时候我们点着蜡烛站在刚刚完成粉刷的餐厅

里面开会，每个人聚精会神，统一听取对第二天工作

的安排和部署，提出难题、找出症结、解决问题；漫天

飞雪、天寒地冻时，我们拉着一大卡车棉絮、垫被，从

里程的起始端到末端，将一床床铺盖送到了每一名

工人的工棚里，即使冻木了的双脚已经没有知觉，双

手不听使唤时，我们心中只有“使命”二字，一切为了

工期目标实现。春节前夕，零下20多摄氏度，我们跑

遍每一个结构物的作业点，现场为冬季施工的工人

们发放了节日慰问金，我第一次见到了用风炮破冰

作业的震撼场面，看到了穿上保温膜的墩身，全身挂

着棉被冒着蒸汽的梁体，还有那一双双裂开口子缠

满胶带皲裂的手……泪水一次次夺眶而出、滑下脸

庞；大年三十，我们都在榆神，除夕之夜全国人民都

与家人共同守夜等待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刻，我们守

在了施工一线。

创造的奇迹、书写的神话都是每一个榆神建设

者泪水、汗水与心血的结晶、是筑路人的使命、责任

和担当汇聚成的榆神精神。

在榆神高速公路通车典礼上，陕西省交通厅领

导高度赞扬中铁二局在陕北大地所作出的贡献，说

中铁二局不愧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打，打之能胜的铁

军；更是重约守信，工程质量优，信誉良好，让社会放

心的单位。作为榆神高速的参建者，作为曾经奋斗

在这块大漠里的建设者，此时此刻，除了感动，更多

是流下自豪的泪水。

如今，榆神高速车水马龙，已经成为了一条连接

陕西、山西、内蒙的重要通道，她穿越过了陕北能源

化工基地——榆神矿区腹地，将进一步加快陕北能

源化工基地建设，促进区域社会发展，推动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

开路先锋、遇水架桥这就是我们的使命。不畏

艰难、永不言弃，这就是在榆神的岁月带给我的领悟

和人生信念，指引我一路走下去。

我想，这也是 70年中铁二局“开路先锋”精神的

重要组成部分。

榆神奋战的岁月
·芮 蕾·

““奋进七十年奋进七十年””征文征文

刘震云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讲的是人与

人之间关于孤独和寻找的故事。主人公吴摩西与

他没有血缘关系的外孙牛爱国均经历了妻子的不

忠、出门假找而变成真找，一个找的是养女巧玲，

一个找的是一句话。其实，他们找的都是自己生

命中属于“说得着”的那部分内容，而书名隐喻了

一个意思，我以为是一句可以抵得上一万句，反过

来，一万句也不见得能顶上一句。

小说写的是中国千百年来普通民众的一种生

活状态和人际交往状态，以“谈得来谈不来”作为

交友、恋爱、结婚的标准，或者，把“找一个说得着”

的人作为人活着的目标。小说用乡村底层人物的

人生与命运轨迹，传达了这样一个主题 ：人人内心

都存在一个最深刻的“孤独感”——这种“孤独”，

用河南延津地方一带的方言来说，就是“说不着”。

故事从杨百顺做豆腐的爹开始，说到他的“朋

友”赶大车的老马，接着是铁匠老李，之后是不再

做豆腐的儿子杨百顺、杀猪的杨百顺，改名为杨摩

西的杨百顺，最后成了吴摩西的杨百顺。一个人

接着一个人、一件事接着一件事……这些家长里

短的恩恩怨怨，总是被打断、被误解，从任何一个

地方都可以是开始的一段新的故事，又被下一件

事、下一句话莫明其妙的改变了。在杨百顺成长

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人们的行动是如何被孤独所

支配，努力去寻找“说的着”的人，而这个寻找的过

程又是如何把世界逐步，甚至完全改变。最终，杨

百顺变成另一个人，从杨百顺变成了吴摩西，还有

最终的“罗长礼”，消失在了某个他自己也无法预

知的地方。

我们时常茫然四顾，找不到一个能说话的

人。“不敢说，不好说，说了也不明白”，成为人与人

顺畅交流的桎梏。现实利益的羁绊，成了不敢说

的理由；礼仪道德的约束，成了不好说的理由；认

识水平的高下，成了不想说的理由；人心隔肚皮的

猜忌，成了不能说的理由。所以，中国古老的文化

传统就教育不要做咕呱乱叫个性张扬的人，孔老

夫子也谆谆教导我们“敏于事而讷于言”，要“三思

而后行”。

什么是孤独？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

人寻找另一个人，一句话寻找另一句话，这才是孤

独。小说中，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如何解决“孤独”

这个问题的肯定答案，却用否定的形式告诉了我

们哪些方法的不可行。首先，是对家庭伦理的否

定，例如杨家父子反仇、兄弟阋墙，告诉我们想通

过家庭伦理来减少孤独感是不可能的；其次，是对

宗教的否定，小说中的老詹虽然是一位值得尊敬

的传教者，但倘若以宗教为治疗孤独的良药却是

荒谬的，外国的宗教很难在中国发展，作者否定了

神的作用；最后，作者也否定了友情，看似朋友是

排忧解难的最佳人选，而 20多年的交情却也会因

为一件小事、一句话变得形同陌路、变得苦大仇

深，所以，作者否定了友情。整部书中，作者没有

让孤独的人重返精神之乡，也没有回答自己提出

的问题，大概是作者想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

千百年来，我们一直义无反顾，追寻着那个

“一句顶一万句”的身影儿，从不停息，无休无止。

寻找生命中的“说得着”
·苏 稆·

尊敬的父亲大人，今年是咱们二局建局 70周

年。我知道，您这位退休20多年的“二老工人”，内

心还一直牵挂着二局的发展；我知道，那些征战

南北的日子，一直是您退休后最美好的回忆；我

知道，您身为二局人，感到

特别骄傲和自豪。于是，长

大后，我便成了您，延续您

的梦想，牢记您的教导，传

承您的责任与担当，为祖国

的铁路建设事业继续奋斗。

平常，您不善言辞，我

不爱表达。今天，我要借此机会，向您说一声：“您

辛苦了！祝福您快乐、开心！愿您是这个世界上

最有福气的人！”同时，我也祝福天下所有的父亲

生活幸福、身体安康！

想对父亲说的话
·李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