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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前夕，宝
鸡机车检修厂职工代表品

鉴生日蛋糕样品，现场评出2019
年自己心中最期待的生日蛋糕。 赵选团 摄

↑新年伊始，彬
长矿业集团生产服
务中心职工和家属
们纷纷提起笔来，写
出自己的“小目标”“新心愿”，为 2019
立下自己的Flag。 马星星 摄

↓2018 年 12 月 29
日，中铁宝桥辙叉分公
司集团本部和重载高

锰钢辙叉基地干部职工宣誓“远
离烟草，关爱健康，爱护环境”，做
文明的宝桥人。 李学利 摄

（上接一版）
第三本驾照——开着电力机车进北京
1995 年，随着铁路普及电气化，电力机

车司机需求量大，业务能力突出、拥有“A照”
的孙西宁被转线到客车队，跑西安至三门峡
的旅客列车。如果说，从拉货到拉人是一个
巨大的变化，那么从内燃机车到电力机车，
对于孙西宁来说更是一片新天地。

孙西宁通过转岗考试，拿到了电力机车
驾照，这是他拿到的第三本火车驾照。他驾
驶的第一台电力机车是 SS1 型电力机车，这
是我国第一代有级调压、交直传动电力机
车，设计时速为每小时 95公里。虽然和之前
的内燃机车速度差不多，但值乘环境好了很
多。车上没有了油烟味，没有了噪音，没有
了让身心不舒服的感觉。但交路长、值乘时
间长、驾驶技术要求高，这对孙西宁来说又
是一个挑战。

为更快地适应新装备、新线路，单位组
织他们这批电力机车中级工进行了为期三
个月的封闭式培训。这次在培训的过程中，
他的孩子出生。由于临近考试，学习任务紧
张，他没能陪在妻子身边。

孙西宁是一个自律的人，从不会因为私
事耽误任何一趟值乘任务。身体不舒服了
扛着，家中的事情都托付给妻子办。由于陪
伴孩子时间少，孩子见了他就躲，把他当成

“陌生人”。甚至姐姐和弟弟结婚时，他都没
有请假参加。

火车司机这份职业，让他错失了许多与
亲人相处相聚的机会，但就像任何事情一样，
付出与收入永远是对等的。与一般职业相
比，火车司机有更多的获得感。1996年，刚到
客车队第二年，孙西宁一个月的收入拿到了
1000多元，这比当了二十多年教师的母亲工
资还要高。也是在这一年，孙西宁花了一万
多元买了一辆进口摩托车。当时，大街上的
摩托车还很少。孙西宁骑着自己的摩托车，

“显摆”着一个火车司机的神气和骄傲。
时代加速前行，铁路提速奔跑。2000

年，全国铁路实施第三次大面积提速。这一
年，陇海线第一个快速机车队成立。这是三
秦铁道首条实行单司机值乘的线路。当然，
在这条新线上，孙西宁是不会缺席的。

机车速度的提高，对司机的精力和操纵
技术要求更高了。刚开始，一趟车 7 个多小
时跑下来，孙西宁经常头晕眼花。那时机车
保养工作还是由乘务员担当，等完成了车体
文明化保洁，他常常累得直不起腰。

新线路新站场也有许多难题要攻克。
“记得巩义下行进站信号机前是下坡道，要
以 77 公里的速度进行制动，到达信号机处
速度要控制在 79 到 80 公里，在距出站信
号机 1100 米处必须带闸视情况进行追加
准确对标……”说起这些操纵“技巧”，孙
西宁满是自豪，这是包括他在内的西郑车
队几名业务骨干共同总结的进站精准对
标作业法。还有平稳操纵“技巧”等等，都
是他们从实践中获得的“真知”。2002 年，
孙西宁安全走行五十万公里，获得“安全
司机”称号。

作为第一个快车队，无论是在业务技能
和形象素质方面，都要为所有车队打标立
样。西郑队也成为全段第一个规范化着装
的车队。火车司机穿西装、打领带、穿皮鞋，
俨然一副“白领”的样子。

2004 年，中国铁路第五次大提速，实行
单司机长交路，西京队组建成立。孙西宁有
幸又成为该队的第一批司机。在此之前，他
从未去过北京，想不到第一次去北京，居然
是开着火车而去的。

从西安，到河南，到河北，到首都北京，
一路上的美丽风光，一路上大大小小的站
场，让孙西宁不仅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更增加了学习的热情和动力。作为一名火
车司机，他累并快乐着。

令他高兴的还有，电力机车上有了空
调。这对开了 15年火车的孙西宁来讲，还是
大姑娘上轿——第一回。“第一次受用上了
空调，那种夏天蒸热难耐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了。那其实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时
代的开始。”孙西宁如此感慨着。

第四、第五本驾照——这是以前做梦都
不敢想的

2007年，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西安
铁路局开通了西宝动车组，这是西北地区第
一条动车组线路。从那时起，西部铁路进入
动车组时代。一列列动车组像一条条银龙
风驰电掣。更出乎他意料的是，在接下来的
十年间，西安局“米”字型高铁网初步形成。

考动车组司机要求年龄不超过 45岁，要
有计算机和英语知识。虽然年龄符合，但此
前他从未动过电脑，英语也仅限于上学时学
过的 26 个字母。“这些从头学起来也不是一
天两天的事，算了，还是继续开电力机车
吧。”情形如此，孙西宁放弃了第一批考动车
组司机的机遇。

由于路网扩充，动车组开行对数越来越
多，动车组司机需求量越来越大，当第二批
动车组司机招考时，孙西宁动心了。

“动车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当火车
司机也是自己最初的梦想，如果不努力不争
取一下，到退休的时候，那是会悔恨一辈子
的。”孙西宁在心里一遍遍说服着自己。争
取不一定成功，但不争取则一定不会成功。

就这样，作为当年那批考动车组司机中
年龄最大的孙西宁，拿出了比年轻人更足的
劲头，开始了全方位的备考。他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给家里装了台电脑，从最基础的开关
机、拼音打字、办公软件使用开始，每天进步
一点点。而他请教这些知识的“老师”，不是
别人，是他上初中的女儿。只要孩子在家，
做完作业后的时间，都用来教他操作电脑。

英语，也是女儿教的。小时候，只要孙

西宁在家，他就会辅导孩子做作业。如今，
只要孩子在家，则就会教他学英语。从最基
础的 26 个英文字母发音、到日常用语，孙西
宁像小学生一样跟着女儿一遍遍地读。到
后来，他竟能自己对着资料单独学习了。

动车组的技规和既有线是不一样的，这
就意味着像新华字典那么厚的《技规》得重
新学习。休班时间，他除了学电脑、英语，就
是背技规。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
经过层层选拔、考试、心理测试、体检，孙西
宁顺利拿到了时速 250公里的动车组司机驾
照，这是他的第四本火车驾照。

“我在学校学的是蒸汽机车专业，毕业
后，想着只要能开上蒸汽机车就行了。没想
到，一路走来，不仅开上了蒸汽机车、内燃机
车、电力机车，现在连动车组列车都开上了，
这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坐在动车组驾
驶室，触摸着牵引手柄，孙西宁由衷地兴奋。

动车组司机室明亮整洁，视野开阔，U形
操纵台上分布着 5 个显示屏，既有英文又有
中文。因为以前开的车，各种部件仪表上都
是汉字，孙西宁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考动车组
司机要考计算机和英语。

对于ATP、CIR这些高科技设备，要求动
车组司机只需要知道用途和用法就行了，假
如途中出现故障，有随车机械师处理。但孙
西宁觉得要开好车，就不仅要知其然，还要
知其所以然。所以，只要有空，他都会向随
车机械师虚心请教，讨问不止。

动车组精细化程度非常高，任何一个信
号输入错误，都会给安全运行埋下隐患。每
次走车前，孙西宁都要耐心输入各类信号信
息，一遍遍地核对，一遍遍地复述，以确保所
有信息输入准确无误。

孙西宁开着动车组，在风驰电掣的速度
中，全神贯注目视前方，手比动作标准规范，
但呼唤应答的声音和平常差不多是一样
的。“以前蒸汽和内燃机车噪音大，要求‘高

声呼唤、手比眼看’。现在动车组噪音小，但
精准性要求高，所以呼唤要求变成了‘准确
呼唤、手比眼看’。”

自从开上动车组，孙西宁每次出勤不用
再大包小包地带上干粮，一是因为运行时间
短了，没必要；二是因为到了饭点，列车长会
准时送来可口的饭菜。之前，出乘的拉杆箱
中总少不了垃圾袋，那是要备用中途“解
手”。现在，这些垃圾袋可以进垃圾箱了，开
火车20年没有厕所可上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2010 年，随着郑西高铁开通运营，西安
局正式跨入高铁时代。孙西宁顺应时代潮
流，又考取了他的第五本驾照——每小时
350 公里等级动车驾驶证，也是国内最高等
级的动车组驾照。

虽然有了时速 250公里动车组驾照的基
础，但考取时速 350 公里驾照还是有一定难
度。规章有调整，得重新学习。另外，驾驶
每小时 250 公里等级的动车组，行车信号类
似于既有线，主要以地面信号为准。而每小
时 350 公里动车组没有地面信号灯，所有行
车信号都来自于ATP。仪表盘上所有的显示
灯也不同了，正常行驶时是灭的，只有非正
常情况下才是亮的。这就跟之前驾驶的思
维模式完全相反，是一种颠覆性的变化。同
时，速度从 250公里提高到 350公里，速度更
快了，像飞一样，对人的适应性、反应能力要
求更高，精力要求更集中。所有这些问题都
被爱开火车的孙西宁很快适应了。

在西安机务段工作的 29年，孙西宁经历
过许多“第一次”“第一批”，接触过各个类型
的机车，了解几乎所有的高铁线路，也亲身
经历了中国铁路改革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

“中国铁路的每一次变革都触动着我的
思想，影响着我的选择。铁路的路，就是我
人生的路。我开着火车奔跑，铁路也拉着我
提升。”孙西宁最后如是说。

本报通讯员 魏乐 刘翔 张照阳

从“煤黑子”到“白领”：五本火车驾照的故事

行人过马路无视红
灯，公交地铁上的“老幼
病残专座”坐满了年轻
人，子女常年不曾探视
父母······在现实生活
中，一些看上去不起眼

的违法违规行为，已经让很多人习以为
常。缘何一些法律规定面临“执行难”？

一些规定未被遵守

2018年10月11日上午，山东省济南市
吴大爷拉着小孙子要过马路，被协管员挡
住了。吴大爷满脸不快，当身边陆陆续续
来了七八个人的时候，他拉着小孙子朝着
马路对面一路小跑，“走，快走”。

后面的人看吴大爷这般，很快一拥而
上过马路。协管员连忙劝导，但无人在意。

执勤交警告诉记者，行人的交通违法
行为已成交通痼疾。如果要进行查处，一
个路口至少要安排8名交警，但这样就会耽
误很多其他工作。“唯一的办法，还是要通
过积极的宣传和相应的严格处罚，让行人
养成良好的交通习惯”。

而对于处罚，交警也有苦衷：“乱穿马
路危及生命安全，很多人都知道这是一种
违法行为。按照法律规定，可以处警告或
者 5元以上 50元以下罚款，但这个罚款根
本起不到威慑作用。如果好几个人同时违
法，罚谁不罚谁难度很大。如果要对所有

人进行处罚，警力明显不够。”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类似上述让执法

人员头痛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并非个案。
北京市民朱毅告诉记者，不知从什么

时候开始，许多餐馆都推出包装好的消毒
碗碟餐具，使用一次加收一两块钱。然而，
监管部门早就明确规定，餐饮企业给顾客
提供达到卫生标准的餐具是义务和责任，
餐具消毒费应该包括在经营成本中，不应
再向消费者转嫁。

有物价部门工作人员认为，餐饮业强
制使用消毒碗筷的现象在全国都很普遍。
很多消费者觉得权利受到侵犯，但因为涉
及金额较小、维权成本高而不愿意投诉举
报。而要监管人员主动地挨家挨户去查，
人力、精力根本无法做到。

有的规则需要完善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
家看看。”1999年春晚，陈红的一首《常回家
看看》，唱醉了天下父母和儿女的心。

有法律人士说，绝大部分人都认为自
己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不会做一些违法
犯罪的事。但生活中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
行为，其中就有可能触犯了法律。“如果一
年未曾与父母相见，很少有人意识到自己
已经违法了。这已经不单是道德劝告，更
是在依法治国背景下，身为守法公民应当
具备的基本条件”。

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
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
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
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有专家认为，从法理上讲，假定、处理、
制裁三个要素，是任何法律规范在逻辑上
必须具备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出发点
是极其良善的，在实施中之所以遭遇尴尬，
是因为法律虽然规定了儿女应当经常看望
或者问候老人，却对违法行为没有相应的
制裁规定。

北京市民徐智慧告诉记者，没有法律
的制裁规定，违法人员就不会受到法律的
制约和处罚。制定的规则没有法律的保
障，就会影响在实际中的贯彻执行。比如
公交车上的“老幼病残孕专座”，事实上专
座不“专”，谁都可以坐，也没有人管。

徐智慧记得有一次上车后，让4岁的小
女儿婷婷扶着栏杆。她发现，坐在专座上
的几名年轻人视而不见，而车厢内正播放
着“有老幼病残孕及怀抱婴儿的乘客时，请
您主动让个座，谢谢合作”。

记者调查发现，公交车上的“老幼病残
孕”专座经常被年轻人占着，很多人甚至不
知道哪些座位是为特殊乘客准备的专座。
这些“老幼病残孕”专座，几乎成了摆设。

记者采访发现，对于一些明文制定的
规则，由于没有相应的制裁规定，除了市民

不在意外，有些执法机关也不以为然。

制定规则需让人看明白

有金融人士告诉记者，使用手机支付
不仅方便快捷，同时还能享受一些优惠。因
此，部分线下商家就取消了现金付款方式，
只接受支付宝和微信付款。“其实这种行为
是违法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任
何个人或单位不得拒收人民币。然而，拒收
人民币该到哪里投诉？拒收人民币有哪些
法律后果？很少有人能够说得清楚”。

有专家认为，目前的确存在不少人没
有遵纪守法好习惯这一问题。可是，在一
些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一些规定不合理。

2018年10月29日，武汉律师陈勇买了
深圳北到桂林的高铁票，票上显示在 10号
检票口进站。临上车前，陈勇忽然发现检票
口换到了3号。陈勇赶到3号检票口时，被
检票员拦住了，“开车前5分钟停止检票”。

陈勇认为，开车前5分钟停止检票的规
则的合理性有待商榷。为什么是 5分钟而
不是3分钟或者8分钟？有的小站，也许提
前 2分钟停止检票也来得及，有些是大站，
可能提前5分钟检票还担心赶不上。

记者采访得知，类似这种引人质疑的
规则还有不少。

有专家认为，“制定的规则应该让公众
看得懂。只有把规则讲明白，公众才能信
得过，也才能用得上”。 （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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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年 心 愿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崔春华）2018年 12月 31
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目前我省各
地已陆续完成了共计4.14万吨冬春蔬
菜的入储工作，确保元旦、春节期间全
省蔬菜市场供应充足。其中，西安、宝
鸡、咸阳等地已分批次投放了部分储
备蔬菜。全省蔬菜市场货源充足，供
应稳定，运行基本平稳。

为做好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2
月间蔬菜储备工作，省商务厅会同省
级相关部门，按照“耐储存蔬菜品种 5

天至 7天消费量动态库存”的要求和
城区常住人口人均日消费 0.5公斤蔬
菜标准，在全省各市（区）建立了冬春蔬
菜储备制度，储备规模为 4.14 万吨。
全省各市（区）结合实际，以耐储存、易
周转的大白菜、圆白菜、白萝卜、胡萝
卜、洋葱、土豆、大葱、冬瓜、南瓜9种蔬
菜为主，适当增加部分调剂蔬菜。同
时，各市（区）制定了冬春储备蔬菜应
急供应预案，确保元旦、春节期间消费
市场蔬菜供应充足，价格基本稳定。

陕西储备4万余吨蔬菜保障双节市场供应

本报讯（蔺娟）记者从西安市卫
生计生委获悉，“西安市卒中急救地
图”日前正式发布，首批 27家医院纳
入急救地图。该地图启用后，卒中
病人将在最短的时间内由专业的
120 急救人员精确识别，快速运送到
有溶栓能力的定点医院进行规范化
救治。这标志着西安市已经形成覆
盖全市 1000万人口的快速、精准、高
效的脑血管疾病救治网络。

西安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红
艳介绍，“西安市卒中急救地图”由
27 家脑卒中定点救治医院、西安市
神经内科质控中心和 120 急救网络
串联而成，将从各环节减少院前院
内延误，从而大大缩短患者发病至
用药或血管内治疗时间，实现快速

高效再灌注治疗，大大降低脑卒中
致死率和致残率。

脑卒中俗称“中风”，在脑卒中
救治中“时间就是生命”，最佳的救
治时间就在发病四五小时之内。在
1小时内完成溶栓再通治疗，可以大
大降低病死率和残疾率，改善患者
生活质量。对于急性脑卒中病人来
说，早识别、早呼救、早确诊、早救治
十分关键。

西安市急救中心主任柳明表
示，“西安市卒中急救地图”可谓一
份救命地图。脑卒中患者发病后可
以第一时间拨打 120，120 急救人员
将用最短的时间，选择最佳路线，把
患者送到具有救治能力的定点医
院，使患者得到更加有效的救治。

西安发布“脑卒中急救地图”首批纳入27家医院

本报讯（李卫）新年伊始，万象更
新。游古镇、泡温泉、听秦腔、看展览
……元旦假期，全省各大景区游人如
织，文化惠民活动丰富多彩，文化和旅
游市场平稳有序。据测算，元旦假期，
全省共接待游客862.34万人次，同比增
长 11.07%；旅游收入 38.69 亿元，同比
增长16.38%。

为丰富假日旅游市场有效供给，全
省各地推出了一系列文化内涵丰富、
群众参与性强的节庆活动。2019“西
安年·最中国”盛大开启，为游客献上
了跨年狂欢灯光秀等系列文化大餐；
西安城墙景区《长安颂》光影艺术表
演精彩亮相，“灯耀未来前程似锦”全
民制灯等活动成功举办，吸引游客 3.2
万人次；金丝峡景区推出“免票+红包”
优惠政策，对 18岁以下青少年免门票，
并为团队司机和导游发放新年祈福红
包；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接待游客 6.56
万人次，陕西历史博物馆接待游客 2.7
万人次，华清宫接待游客 2.8 万人次，
乐华欢乐世界接待游客 2.9 万人次，
旅游景区人气暴涨。

节前的一场降雪，正式拉开了2019
年冰雪之旅的序幕。太白山出现雾凇、冰
瀑等独特景观，假日期间吸引游客1.8万
人次；太白山滑雪场、紫柏山滑雪场等全
面开启，雪地摩托车、雪地自行车、雪爬犁
等丰富的雪上项目，让游客体验到“文化+
体育+旅游”的魅力；柞水九天山举办大学
生冰瀑滑雪节，吸引游客1.85万人次。

温泉旅游成为冬季旅游的重头
戏。咸阳海泉湾将童话剧演出、舞狮表演等融入温
泉体验，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安康瀛湖富硒
七彩汤池节前开业运营，假期接待游客2万余名。

乡村旅游再次成为假日热点。袁家村接待游客
9.5万人次，棣花古镇接待游客 3.8万人次，漫川古镇
接待游客1.6万人次，凤凰古镇接待游客2.4万人次。

企业企业企业 讯讯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本报讯（通讯员 陈玺龙）近日，2018 年安装行
业 BIM 技术应用成果交流会暨现场观摩会在长沙
成功召开。陕建八建集团与陕建集团、陕建安装集
团联合申报的《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科创基地项目
机电 BIM管理及应用》在 30项入围终评的成果中脱
颖而出，被认定为国内领先水平（I类）。

利用BIM技术导出的材料清单为预算以及材料
计划提供参考依据，指导现场提前进行构件工厂化预
制加工，提高了施工质量与效率。

BIM成果获评国内领先水平
陕建八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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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徐立生）新年伊始，笔者在汉中
公路局了解到，在 2018年的全省“好路杯”检查评比
中，汉中市的干线公路养护管理工作在全省10个地市
中荣登榜首，获“好路杯”综合排名第一。

去年，汉中公路局狠抓干线公路的养护与管理，
不断实施超龄路和负重路的大中修改造工程和美丽
干线公路的创建，突出“服务区+旅游”“服务区+文
化”，不断提升路况质量和服务水平，在全市境内建成
了一批集餐饮、旅游、购物、休闲等多功能、多业态发
展的综合服务体和特色主题服务区，进一步提升国道
旅游服务功能；通过精心设计、路地共建，累计修补路
面病害36973.5平方米，补植乔、灌木木68839株，绿化
靓点16254平方米，更换标志402块，铺设防滑彩色路
面2684平方米，改造服务区11个，全市干线公路出行
服务品质、服务形象、服务体验同步提升 。

荣获“好路杯”综合排名第一
汉中公路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