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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历，节省费用，想让工作、学习两不误，就请来我们这里报名学习吧！

武汉理工大学

2021年春季网络教育招生信息

第一次值乘
□钟 渝

1978年12月26日，枝（城）柳（州）铁路

全线接轨庆祝大会在湖南湘西重镇怀化编

组 站 举 行 。 也 是 这 一 天 ，我 被 分 配 在

JF103721 号机车包乘组杨良浩机班当学

员，第一次登上了火车头，参与牵引怀化至

靖县的701次混合旅客列车值乘任务。

杨良浩师傅是我们的司机长，安成昆

师傅是副司机，龙隆师傅是司炉。为了带

好我这个小徒弟，安师傅特地在前一天晚

上来到我的宿舍，教我如何做好出乘前的

准备工作。一个师傅自己手工编织的提篮

内，除了带上必要的换洗衣服、洗漱用品

外，就是《乘务员手册》《铁路技术规程》《机

车构造》《焚火与给油》等学习资料，还有就

是一个小镜子。“小钟啊，你的乘务提篮里

面什么都可以忘掉，这个小小的镜子可千

万不能忘记，要不然今后你独立担当司炉

工作的时候会误大事的哦。”安师傅再三叮

嘱我。

“下面，我再给你讲讲出乘的着装。因

为我们是蒸汽机车，司机室内温度较高，煤

碴和机油混合在一起，工作环境比较脏，焚

火的时候还不时地会有火星溅出炉门，所

以必须带上帽子，穿上工作服，脚蹬一双翻

毛大皮鞋，脖子系上一条雪白的毛巾，哪怕

是炎热的夏天也得这样，这也是为了自己

的安全。”安师傅继续说道。

按照安师傅的吩咐，我一一做好了准

备，想到第二天就要跟着师傅跑车了，心中

甚是激动，一晚上都没睡好，害怕耽误了出

乘时间。

蒸汽机车的机车乘务员出勤时间要比

列车发车时间提前 2个小时，其中包括起

床洗漱、吃饭、出勤、接班检查、机车出库到

车站连挂车底、列检看车、试风等。我们担

当的怀化至靖县 701次混合旅客列车在怀

化的开车时间是早上 7点整，于是叫班员

崔师傅在清晨5点就叩响了我的寝室门。

“701 次列车学习司炉钟渝准备出勤

啦！”“好的，知道了。”我一边答应着崔师

傅，一边打开门，在崔师傅的签认单上签

字。

其实我在4点30分就已经起床洗漱完

毕了。我迅速拎起乘务提篮和饭盒，到食

堂乘务员出（退）勤值班窗口把早饭打上，

然后匆匆向机车运用所运转室走去。

来到运转室，我还没有见到师傅们，正

纳闷自己是不是来晚了。这时，值班员戚

连禄对我说：“小子，这么快就来出勤啦？

你先坐会儿，等师傅们来了一块儿出勤，今

天是你第一次上机车，要听师傅们的招呼，

注意安全哦！”“好的，谢谢戚叔叔！”约莫过

了 10来分钟，师傅们都来了，司机长杨良

浩说：“伙计们，来，我们开始出勤。”在他的

带领下，我们四个人一字排开列队。

“报告值班员，701次列车乘务组机车

司机杨良浩、副司机安成昆、司炉龙隆、学

员钟渝前来报到，请指示！”杨师傅洪亮的

声音，让我感受到了机车乘务工作的严肃

性和纪律性，心中不由得产生一种神圣感

和责任感，还有一丝丝的神秘感。“好的，希

望你们严格执行运行途中的‘十六字’呼唤

应答制度，加强瞭望。另外，今天你们机班

多了一个新来的学员，要注意他的个人安

全，凯旋归来。”

而后，杨师傅抓起调度电话:“南台调

度，我是701次列车本务机车司机杨良浩，

已经出勤完毕，请告知列车换长、吨位、辆

数、机车出库时间以及其它注意事项！”

“列车换长 220，辆数 20 辆，吨位 650
吨，注意安全，控制车速，准点出库，正点到

达。”

“好的，701次司机明白！”杨师傅放下

电话，带领我们急速向机车整备库走去。

来到整备库，我们登上了机车。把行

李放在坐凳下面后，安师傅对我说：“我下

去进行给油检查，你在车上瞧瞧龙隆师傅

是怎么进行接班的，应该做些什么。不懂

的就问问师傅。”

只见龙师傅拿出一面小小的镜子，先

将煤锹铺上煤，再将这面小镜子放在上面，

然后小开送风器，压开炉门，将放了小镜子

的煤锹伸进炉堂内，利用镜面的折射原理，

查看安装在炉膛顶部的易熔塞（又叫铅堵）

是否有泄漏现象。

“这是司炉工作最重要的环节，一旦发

现有泄漏现象，应立即报告司机、副司机进

行再次确认。如果确认易熔塞已经泄漏，

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弄不好会引起机车锅

炉的爆炸造成重大事故。”龙师傅边操作边

对我说。我也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个小小

的镜子，是用来对易熔塞进行检查的。

检查完易熔塞，龙师傅便抡起了大小

火钩，刹那间，炉膛里便燃起了熊熊烈火。

龙师傅告诉我要将气压烧至14公斤，水表

的水位应保持在1/2以上，然后再去对司炉

负责的20多处进行检查给油，这一系列的

作业程序应当在30分钟内完成，否则将会

造成机车晚点出库（又称为迟拨）。这属于

一般事故，作为机车司炉是要负全部责任

的，会直接影响你的安全走行公里和升职

考试。

不多会儿，师傅们全都完成了各自的

出库准备工作，回到了车上。车上一般只

有3个座位，左侧是司机的，右侧是副司机

和司炉的，要是多配一个学员，就得有一个

师傅要“委屈”一下，只能利用与副司机交

换瞭望时坐一下。

6点30分，机车出库信号已经开放，杨

师傅拽开气门，鸣着风笛，机车缓缓启动，

正点离开机车整备库的闸楼，向怀化列车

到达场驶去。

大约 10分钟左右，我们的机车到达怀

化列车到达场，杨师傅平稳地操纵着机车

连挂好 701次列车，等待列检试风和车站

助理值班员的发车信号。

6点50分，车站助理值班员送来了《路

票》，司机杨良浩接过《路票》高声朗读起

来：“路票，电话电报 07号，车次 701，区间

到达场至中方站……路票好嘞，请副司机

安成昆复诵一遍。”

“路票，电话电报07号，车次701，区间

到达场至中方站……路票好嘞！”副司机安

成昆认真地复诵起来。

6点58分，“确认发车信号。”杨师傅叮

嘱道。

7点整，“发车信号好嘞！”安师傅呼唤

着。

“气压 14公斤，水位 1/2。”龙师傅向司

机杨良浩报告着。

“好嘞，开车！”就这样，我第一次参与

牵引的 701次混合旅客列车在车站广播的

《欢送曲》中徐徐离开怀化到达场，向着终

点站靖县车站驶去。

怀化至靖县全程 125公里，线路最大

坡道为 6‰，几乎是在山区运行，途中桥隧

相连，地势险要。701次列车沿途经过鸭咀

岩（列车乘降所）、中方、排楼、冷水井、黔

城、江市、相见、园冲、会同、连山、甘棠、艮

山口、靖县等13个车站，需要运行4小时30
分钟。其中园冲车站为机车煤水补给点，

靖县车站为机务折返段，设置有机车整备

作业线、乘务员行车公寓，我们的机车乘务

员、运转车长都将在这里留宿换乘。

列车驶出怀化编组站后就是一个大弯

道，我通过司机室的车窗看见后面长长的

绿色车厢时，不禁想到几个月前自己坐着

火车来单位报到的情景，从现在起，自己要

开始担负起运送旅客和货物的任务了，我

能像师傅一样完成好这个工作吗？

“弯道注意！”“弯道好嘞！”“注意进站

信号！”“进站信号好嘞！”我静静地坐在副

司机的旁边，听着师傅们密切配合的呼唤

应答。

“准备爬坡！”杨师傅说道。

“气压14公斤，水位1/2，可以爬坡。”龙

师傅答道。只见杨师傅大开气门，高提手

把，机车发出铿锵有力的排气声，踹着粗气

行进在山区的铁路上。进入隧道后，沉闷

的排气声震耳欲聋，从烟筒里排出的废气

掠过脸上时，煞是有些灼人难受，而且还看

不清前面的路轨，只能靠风笛声警示前方

的行人或牲畜。这个时候，司机、副司机的

双眼仍然要目不转睛地死死盯住前方，不

停地呼唤应答，以便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这

也是机车乘务员最担风险的时刻。

经过 4个半小时的运行，在靖县车站

的《迎宾曲》中，我参与值乘的 701次混合

旅客列车正点缓缓进入车站，完成了本次

列车的牵引任务。

后来，我在铁路行车一线整整工作了

10年，但第一次值乘的经历永生难忘。

少时曾唱江城子，早过了、匆匆矣。锦瑟年华容易遂。

闲云无定，白衣常醉，且就芙蓉睡。

偏隅难觅阑珊异，新岁烟花未闻至，乱把愁情抛旧记。

但求辛丑，事能皆喜，不枉斯人意。

青玉案·元旦
□刘 帅

当最后一抹夕阳隐去

天空的脸渐渐黑了下来

为了不显得单调

它展开一副万里点灯的画卷

给有心人尽情想象的空间

那些闪烁的星星

是神明在眨眼呀

它们在天上

偷偷摸摸地打量着人间

也让我和大地悄悄的沦陷

小时候，听老人说

地上有人死去

天上才会有星星掉落

掉到地上，无人看见

掉到海里，永远沉没

但我却明白

那不是生命的坠落

而是神明送往人间的香火

可我还是不忍

如果看见它拖着尾巴往下落

我一定会将它捡起来

捡起掉落的星星

在华灯初上的都市

抑或在无人问津的荒陌

我找不到传说中的青云梯

只能放一盏冉冉升起的孔明灯

在灯上写下最美的祝愿

将它送回高高的天

挂在夜里一闪一闪

这人间它不该贪玩

捡起掉落的星星
□彭启航

杀

猪

菜

□

李
景
丰

元旦节的上午，小白邀请我们几个要好的同事去他老家

吃杀猪菜。小白的老家在重庆綦江，离项目部仅一个小时车

程。接近中午饭的时候，我们就驱车前往了。

沿三扶路直上，行至大垭村，就改走小道了。三拐六弯，

翻过几座山丘，穿过几片莽林，就能望见一抹黑瓦，数缕炊

烟，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狗儿站在马路上，鸭子

“嘎嘎嘎”的叫声在寂静的山里显得很清脆！

这就是小白的老家。四十年前的老房子，四十年前的香

樟树。几把竹椅中间放了一张方板凳，算是茶几，上面摆着

芭蕉、瓜子、苹果等各种闲食。小白微笑着迎在门口，招呼我

们先在竹椅上坐下，开玩笑说：“这些东西，除了苹果是从你

们甘肃贩来的，其他都是我爹自己种的。”

这个湾原本就稀稀落落的没几户人家，近些年由于条件

改善，交通便利了，常住的人口越来越少。小白的母亲平时

在街上照顾孙子上学，家里只剩下他爹一个人务农。老人家

年轻时在北方当过六年兵，再加上山里的神仙老水养人，眼

瞅着精神抖擞、容光满面，虽然已经七十来岁了，身体素质那

叫一个棒。

院坝前面展扬的两块稻田地，谷茬子灰楚楚地一排排杵

在水中。老鸭子追逐着，一会儿游向这方，一会儿游向那

方。院坝“屁股蛋”一般大，四围栽着茶花树，聚成一圈显得

紧凑。只是时令未到，还不能赏到那“香飘十里”的山茶花。

可光是看这整齐的修剪与苍翠的叶子，就足以想到老人家营

务的精心。

猪是在稻田边的一块石板上杀的，小白说有四百来斤。

我们到的时候，杀猪饭已经快做好了。

屋檐下的走廊上放着一盘石磨，还有一个用大青石加工成的蓄水缸。几个人洗了把

手，就进屋准备开饭了。

受各种条件限制，上个世纪农村的房子大多都是用土修建的，重庆山区的更是如

此。土夯实起来的四面墙上，顶着一架瓦顶子，所以看起来远没有北方土坯房子的规整、

端庄、富有对称和线条艺术感。但是这边的房子也有它的讲究之处，比如说室内加装了

一层木隔层，既可以储物又可以住人，做到了空间有效利用的最大化。小白说：“只要不

怕打挤，来多少人都装得下。”

室内的陈设简单而不简陋。墙上挂着一家人四十年来的照片，屋子中间是一张八仙

桌，四把长条凳。

大家坐定，就开始上菜了。

几分钟的功夫，满满匝匝一大桌。整个年猪，几部零件，换着花样做了二十来个菜。

瓷碗装的，铁盘装的，绿色的藤藤菜，红色的毛血旺，掺和着几种野生的猴头菌和鸡头菌，

鼻孔中钻进了阵阵异香。喝了两口透亮的包谷酒，河北籍的崔师傅喜不自胜，激动地唱

出一段《沙家浜》：“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诙谐的腔调，惹

得大家开怀朗笑。

不胜酒力的我，有点醺醺然地听着他们海阔天空、历史今天地摆谈。热闹中，想起了

我的老家，那个位于母亲河畔、白雪皑皑的麦积山下，具有七千多年悠久历史的羲皇故里

——华夏第一县甘谷。

我家也是要养年猪的，我家也做杀猪菜。只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做法不同罢了。

我家的杀猪菜不是邀请一大帮人来家里吃，而是把做鲜美了的杀猪菜用汤罐提着送到亲

戚伙朋、邻里街坊家去。

“腊月八，年猪杀。”每逢年关，猪一杀，母亲就煮一大锅肉，炒一大锅菜，分匀了，让我

们兄弟姊妹挨个给大伙送去，完了人家再装两个馍在罐子里面，算是回情。在我们那，家

家如是，所以整个腊月谁家都能吃到平时想吃又吃不到的味道……

吃罢杀猪菜，大家便相互致谢着告辞了。那松明子点灯，火塘边夜话；男人欢歌，女

人漫舞的幅幅画面，却待梦中神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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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部于 2018 年 3 月进场，5 月 4
日完成驻地建设，10月 16日开始便道施

工。2018年 10月，麟游气温已低至 0摄

氏度以下，业主要求快速掀起正线施工

高潮。

项目部把征地拆迁工作作为首要任

务，并在全线率先完成，为后续施工提供

了条件。

10月 22日，老洼沟 1号隧道进出口

率先开工。11月2日，项目部召开“大战

60天，决胜2018年”誓师会，掀起了第一

次施工高潮。项目领导带头包保，到各

施工难点蹲点帮扶，全员开启“白+黑”模

式，全力保证各项节点目标实现。11月

30 日 ，项 目 部 首 段 路 基 K283 + 190-
K283+747开工；12月 3日，40.73公里主

线便道施工完成；12月9日，崔木隧道出

口左洞进洞。2018年，项目部完成产值

1.2亿元，大战目标全面完成，各项工作

走在全线前列。

2019 年，各工点陆续开工，项目自

动进入大战模式。完善调度管理系统，

做好组织保证和技术保障工作，加强计

划考核兑现落实。项目领导靠前指挥，

部室工作向现场延伸，解决问题不过

夜。进入四季度，再次打响冬季施工攻

坚战，完成隧道 3969成洞米，桥梁桩基

1010根、墩柱 432根、盖梁 153个，预制

箱梁 428 片，箱梁架设 249 片，土石方

460万立方米，全年完成产值 9.9亿元，

为2020年工程竣工争取了宝贵时间。

但是，谁也没想到，2020 年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上70多天的雨季，

严重压缩了项目有效施工时间，年底通

车目标已难以实现。

三公司现任总经理意志坚决：“我们

必须兑现承诺，公司全力支持帮扶项目

部，实现通车目标。”现任党委书记带

着相关部门负责人前往项目部开展帮

扶，并成立保开通专项工作组。副总经

理兼旬凤项目部包保领导与总工程师轮

流蹲点，及时解决重难点问题。项目部

和工作组按照通车目标，制定分阶段节

点，优化施工方案，重新调配资源。项

目领导班子成员分工包保各施工工点，

项目部室人员主动扛起铁锹，参与一线

施工。

难点一个个攻克，节点目标一个个

实现，4座隧道、29座桥梁、46座涵洞全

部零事故完工，开累完成产值 16.6 亿

元。突飞猛进的生产形势受到媒体广泛

关注，央视、新华社多次报道。

11月30日，管段顺利交验。中铁二

局人给麟游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

安全和环保管控一直是项目管理的

工作重点，绷紧的弦一刻也没有放松。

项目部施工点多面广，农民工安全

教育是重点也是难点。安环部安排专人

到各作业队驻地开展安全培训，将多媒

体工具箱和微课堂相结合，提升培训效

果。层层签订安全质量责任书，落实各

级主体责任。项目青安岗员、群安员积

极参与安全质量隐患排查。3年时间，

发现并整改问题 1622 个，实现了安全

“零事故”目标。

项目沿线处于丘陵地带，植被茂

密。为杜绝作业班组野蛮施工，项目部

制定并执行“环境保护施工实施方案”。

合理规划项目梁场建设，成形路基做存

梁区，减少临建占用土地。加强与地方

政府沟通，积极宣传环水保法规和各级

管理要求。加强监督，对乱挖乱倒给予

严肃处理。项目部主体施工结束后，立

即播撒草籽，恢复弃土场和便道植被，还

麟游青山绿水。

项目部坚持绿色施工，效果明显，受

到了当地政府的好评。

项目部成立质量管理领导小组，并

设置了质量部，建立了质量管理制度。

施工过程中坚持样板引路制度，实行工

序挂牌施工制度，坚持过程三检制度，严

格兑现奖惩。

完善的机构和管理制度，加上执行

落实到位，项目部在前 2年的主体工程

施工中，各单项工程质量均得到可靠保

证，受到各级领导好评。项目部每一个

员工都为此感到骄傲。

2020年下半年，在大战一百天的关

键时刻，疫情和降雨耽误了工期，年底开

通的目标却没有松动，加快进度确保开

通便成了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项目部

及时发现了质量隐患，立即组织进行了

拉网式排查，成立专业缺陷修复队伍进

行整治。

11月30日，项目部两个标段分别获

得98.5分、98.6分的交工质量评分，通过

陕西省交通厅验收。

项目部党支部坚持“围绕中心抓党

建，凝心聚力促生产”的思路，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在生产中的堡垒作用。坚持

开展“三会一课”，利用各种会议组织理

论学习，加强党员党性修养。开展廉洁

从业教育，抓好人才队伍建设，打造素质

过硬团队。积极推进团员“推优入党”，3
年共发展党员6名。

党支部围绕项目工作重难点，组织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在生

产中的先锋突击作用。

党员孙鹏和现场管理员屈智超、马

安开展“党员技术攻关”，解决桥梁、隧道

施工中的多项难题。党员杨元平、龙西

洋为方便现场管理，与农民工同吃同

住。党员付冬相发动青年员工成立了 3
个QC攻关小组，为项目争取直接效益约

116万元。党员杨智亮等和测量队长罗

熊共同发明了“一种隧道测量棱镜镜头

套筒灯”，荣获国家专利。

在冬季施工中，陈小龙、钱超等党员

冒着零下10多度的严寒天气检查设备，

协助安质部开展巡检。为做好疫情下的

复工复产工作，“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

焦云、苏文军等义务分发防疫物资、悬挂

粘贴横幅海报，承担消毒、监控等管理工

作。

项目党支部将 8名农民工党员纳入

项目党组织统一管理，组建农民工党小

组，在攻坚克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 3个酷暑与严冬的淬炼，项目

部涌现出大批先进模范人物。项目党支

部书记焦云被中国中铁和业主单位评为

“优秀党务工作者”，1名党员被评为“中

铁二局劳动模范”，10名党员被业主评

为“先进个人”、1名党员被评为“优秀共

产党员”，项目党支部 2 次被公司评为

“优秀党支部”。 在“抗疫情 保增长 大

干100天”专项劳动竞赛中，项目部在全

线评比中荣获“第一名”，14人被业主单

位评为“劳动竞赛先进个人”。农民工党

小组荣获公司 2019-2020年度“先进党

小组”。

2020 年 12 月 30 日，项目部收到了

麟游县交通运输局和陕西旬凤韩黄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发来的两封表扬信，对项

目部致以衷心的感谢，称赞“全体管理人

员科学组织，真抓实干、全力统筹，顾全

大局，切实做到了工期、质量、安全、文明

施工等各方面齐抓共管，优质、高效地完

成旬凤高速公路的建设任务。”“赢得了

全县各级单位的认可。”“同时也赢得了

各方的称赞。”项目部员工感慨道：“3年

的栉风沐雨，艰难前行，最终收获了业主

肯定。”欣喜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中铁二局作为旬凤高速公路唯一一

家全管段开通的施工单位，建设者们可

以理直气壮地站在最高处，满怀欣喜和

自豪接受人们的赞誉。

题图：旬凤高速公路太峪至麟游区

间。 夏邦根/摄

誓保工期目标

坚持新发展理念

堡垒作用凸显

▲旬凤高速公路西滩一号、二号隧道群

▲旬凤高速公路崔木隧道进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