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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周末评论

安全生产的“守护神”

最初，在崇山峻岭间，筑路大军用 300多
吨炸药炸出一块平台，修建了青石崖车站。
因为宝成线是单线半自动闭塞行车方式，有
了青石崖车站，从秦岭站到观音山站的运能
增加一倍。青石崖是岭南岭北安全畅通的关
键之一。青（青石崖）秦（秦岭）区间35公里的
一级看守点需每天 24小时不间断监视落石。
前方是什么情况，看守点是什么情况，有没有
泥石挡道，是青石崖人最关心的。

打开宝鸡车务段各车站安全天数统计
表，青石崖车站截至2019年1月17日，显示安
全生产是13389天。

今年 43岁的段家湾车站值班员杨素琴，
此前是青石崖车站的星级值班员。她说：“我
们干的就是费脑、费口的活，除了日常的行车
组织外，车站还担负着机务、车辆、工务、电
务、供电之间的协调组织工作。在 12个小时
当班期间，要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一个班
下来，往往是口干舌燥，精神疲惫。下了班
最想做的事情就是睡觉。”

原青石崖车站值班员刘兆萍至今回想起
她处置下行出站区段红光带的情况，仍然心
有余悸。那是 2012年 12月 24日，正值她当
班，车站运转室控显器下行出站区段突然出
现红光带后瞬间消失。车务人都知道，红光
带意味着断轨、胀轨，意味着落石挡道，意
味着火车进入就会有颠覆脱线的危险。此时
K1363次客车正准备进站通过，刘兆萍立即
联控司机紧急停车。由于噪音干扰，司机误
听成“Ⅰ道通过”，列车头部已经进入站
内。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车站站长刘思成夺
过助理值班员手中的红色信号旗，高举在头
顶猛烈摇动。K1363次司机看见信号旗后立
即采取了非常制动措施。当K1363次列车停
车后，列车头部距出站信号机仅有50米。试
想，如果没有认真监视控显器，没有发现一
闪而消失的红光带，而将K1363次旅客列车
放进红光带区段，后果将不堪设想。

今年 25岁的车站值班员孙腾说，虽然
由于西成高铁开通，以及水害影响，宝成
线车流密度有所减少，但每天仍要办理 62
趟接发列车。不论客货列车通过数量变不
变，坚守工作岗位的责任心不会变，接发
列车作业的标准也不会变。我们会好好守
护好这面鲜红的团旗，让它在青石崖永远
高高飘扬。

青石崖车站 2003年被共青团中央、原铁
道部授予“全国青年文明号”，2004年被铁道
团委授予“全路五四红旗车站”，2006年被共
青团中央授予“全国五四红旗车站”，2008年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殊荣，2016年又一次
被全国铁道团委授予“全路五四红旗团支
部”，还被命名为“全路共青团教育基地”。

现在，在青石崖车站除了站长，都是清
一色的90后小伙。年轻有朝气，积极有责任
心。他们正接过老一辈青石崖人的接力棒，
在秦岭之巅接续奋斗……

远离喧嚣的“桃花源”

在无人机的视角下，巍峨的群山中间，有
一座小小的车站。站台前后的“少奇亭”和汪
峰题写的“秦岭之巅共青团车站”石碑熠熠生
辉。青石崖车站远离城市的喧嚣，外部世界
发生的事情，这里似乎完全不知道。在通讯
快捷发达的今天，手机在这里没有信号，也不

能上网，抖音、微博、微信在这里都没有条件
使用。“青石崖的信号微弱得就像奄奄一息的
人的脉搏。”青工何绅摇着头这样说。

对此，刚来青石崖一年的何绅深有感
触。正如他自编自导的情景剧《我的青石
崖》描述的一样：这就是青石崖吗？春闻花
香，夏听泉歌，秋看红叶，冬赏白雪，这真
是一个“桃花源”。有山，有水，有蓝天，
树木郁郁葱葱，夏蝉秋虫鸣，山鸟林雀唱，这
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

青石崖车站至今还保留着合作社的运作
模式。车站一楼楼道边有一间小房子，门上
写着“职工合作社”。询问站长马潇才得知，
因青石崖车站远离市区城镇，周边没有商店，
更没有购物商场，职工买个牙膏牙刷、卫生
纸、香烟、小零食什么的，唯一的来源是从秦
岭车站购买之后放到这里。为此，车站每人
集资 100元，作为周转金，购买回来的日常
用品放到职工合作社，按原价卖给职工，不
挣职工一分钱。人员在变化，时代在变迁。
现在，职工合作社的管理虽然交给了伙食团
的师傅，但是服务职工的理念没有变，运作
模式没有变。

青石崖在地理位置上不仅是宝成铁路的
“高地”，也是“铁路迷”心中“朝圣”的地方。

在这里，虽然看不到城市的烟火，听不到城市
的嘈杂，但“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
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唐代诗人王维《山居秋
暝》诗句里描写的风光美景，在青石崖尽可看
到。每当闭上眼睛，静静听着火车过岭的声
音，那也是一种音乐般美好的享受。

建站以来，车站职工克服山上缺土的难
题，从山下一袋一袋地带泥土，开拓出了小
菜园；从山上移植来花草、毛竹、树木，修
建了小花园；又平整出了篮球场等文体活动
场地，还建成了青石崖历史陈列馆。如今，这
里的职工生活丰富多彩，业余时间总能听到
欢声笑语。

原青石崖站站长（也是命名共青团车站
的第一任站长）毛宏民回忆初来车站的种种
困难，好像就是昨天的事一样，“当年菜园子
种不活，主要是缺土，一浇水水就渗了，种的
东西都长不出来。大家休假时就自发从外面
带一包土回来，段上知道后，就要求去青石崖
开会的人必须每人背一包土，这样豆角、西红
柿等就一点点长活了。”

秦岭深处的“钻山豹”

青石崖车站面积仅有几百平方米，地处
海拔1300多米的半山腰，三面环绕青石峭壁，
一面面临深渊。仅有的两股铁道临崖而建，
两端伸入隧道，犹如镶嵌在秦岭之巅的“空中
楼阁”，出入车站只能依靠每天早晚一趟的通
勤火车。

世界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变成
了路。在车站北端隧道口，两座大山交汇。
为了保障线路不被山洪冲毁，顺着山麓，他
们修筑了一条通往山下的排洪渠。这条“渠”
也成为青石崖职工的“路”。近70度的陡坡上
荆棘丛生，上山下山异常困难。每当降雨或
降雪的时候，这条“路”就走不成了。于是，车
站职工又从另一边的山脊将突出的岩石敲
碎，砍掉灌木，开辟出一条仅勉强能容单人
通过的新路。秦岭地区树木生长旺盛，这条
路经常会被疯长的树木封闭。走这条路不仅
需要双脚小心翼翼，还得用双手不断将挡路
的树枝拨开。

铁路行车岗位的特殊性要求 24小时值

班，车站实行的是四班三运转，也就是时刻要
保证三个班的人员在岗。这样，职工在车站
待要五天六夜，休息三天，第六天早上8点才
能下班，如果坐通勤车回家就要到下午 6点
了，这对他们来说就相当于耽误了一天的休
假时间。在每周都要走一次的崎岖山路上，
他们犹如“钻山豹”一般，在秦岭深山中披
荆斩棘，穿行半个小时到达山脚，然后再坐上
回家的汽车。

鲁迅先生曾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
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
出来的。”在青石崖上上下下的山石路上，留
下的是青石崖人艰苦创业的闪光足迹，这些
足迹连同秦岭之巅那面飘扬的团旗，已成为
宝成线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业务上的“武状元”

因为群山环绕，又处于秦岭之巅，就连最
高的移动信号塔都比山峰低，造成了这个车
站手机信号常处于“失联”状态。这对视wifi
为生活依靠的90后来说，无疑是一种“最残酷
的打击”。今年刚分到车站的新工陈刘虎，上
班时忙于工作，时间过得很快，而下班后面对
瘫痪的手机，时间对他来讲简直就是“煎熬”。

但是，这里的青工却渐渐喜欢上了这种
感觉。青春是用来奋斗的，艰苦的环境同时
也是青春修炼的地方。远离城市的喧嚣、诱
惑、吵闹，让这里的 8小时之外的时间慢了下
来。在难得的安静中，书籍成为他们最亲密
的伙伴，读书成了每个人的生活习惯。笔者
看到，在他们的书单中，除了中外文学历史书
籍外，有两本特别的书，一本叫《技规》，一本
叫《行规》。对于铁路行业来说，这两本书是
最基本的技术规章，是干好工作的基础，需要
每一个人熟记在心。

俗话说，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对
于铁路行车工作而言，不仅需要时刻保持认
真严谨的态度，严格落实作业标准，还要随
时应对可能出现的非正常情况，做好应急处
置，而模拟演练就是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的根
本保障。

青石崖车站业务好是有传承的。原站长
毛宏民讲道：“因为车站只有两股道，业务
简单些，为了快速提升业务水平，车站就组
织青工分批到相邻的任家湾车站学习连接
员、制动员和调车员，后来业务比赛青石崖
人老拿第一。”

建站60年来，这个车站一直将非正常行
车模拟演练作为提升业务素质的重要内容，
每周两次的演练已成为这个车站的固定仪
式。现在条件好多了，车站有自己的练功
场，结合年轻人好胜心强的特点，他们设计
了青铜、白银、黄金和钻石等业务段位赛，
提高大家学技练功热情。这样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地坚持，每次技术比武在车站在全段
都是名列前茅。如今，车站团支部书记马驰
接过接力棒，全站青工读书学习、钻研业务
蔚然成风。青工马驰曾荣获集团公司“十大
优秀青年”称号，2018年被评为“全国优秀
共青团员”。

大自然馈赠的“银河水”

笔者沿着青石崖山下的便道上山，一路
顺着泄洪渠向上走，耳边不时传来哗哗的流
水声。在半山腰一个转弯处，一条瀑布飞流
直下，不禁让人想到李白的千古名句“飞流
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循着瀑布

边的小径，一根包裹着保温材料的水管映入
眼帘。我们沿着水管来到瀑布的源头，看到
滚滚的山泉从山涧喷涌而出。

听职工介绍，在未将山泉引来之前，车
站的一切用水都是通过火车从观音山车站送
来的。1974年，原车站站长谢宗友带领 8名
青工在山涧寻觅水源，靠钢钎大锤在岩石上
凿出一条七百多米长的引水槽。这条凝聚着
血汗的引水槽，不仅解决了生活饮用，而且
因为有水，他们还用背来的黄土种出了土
豆、萝卜等蔬菜，使秦岭之巅充满了生机活
力。进入90年代，随着集团公司三线建设的
深入，又将引水槽改建成了引水管道，职工
们从此用上了“自来水”。

“2008 年 1 月至 3 月，受寒冷雪灾影
响，水源被冻结，车站供水系统瘫痪。全
路优秀共青团员刘兆萍带领团员青年在齐
腰的雪地中找水源，在山林的雪地中留下
了奋进者跋涉的足迹。现在，我们冬季的
饮用水源就是那时被找到的。”在车站荣誉
室一张团员青年用桶运水的图片前，站长
如是说。

在采访中，原车站值班员杨素琴说，
2012年那年特别冷，“五一”都过了，“自来
水”还没有恢复供水，时任站长刘思成和副
站长沈磊带领 5名站区职工，排查供水管
道，割开水管的保暖层，发现水管有 5处裂
口。他们爬山涉水将发电机和电焊机抬到现
场。由于焊条材质和水管不匹配，他们又返
程找材料，就这样一直干到夜幕降临。当听
见山下对讲机中传来“水来了、水来了”的
欢呼声时，满身泥浆的 5名职工相互看着对
方，哈哈大笑起来。

2012年，车站在水源地建了沉淀池，通
过原始的初步过滤，解决了水中含杂质问
题，但水池中常有青蛙和死老鼠，遇到暴雨
过后，还有浑浊的泥沙淤积。这样，车站的
职工还要经常清理沉淀的泥沙和动物尸体。

笔者看到，在车站厨房的储物间，堆放
着五六个 50升的白色塑料桶。职工们介绍

说，这是我们冬季的生命水。由于天气寒冷，
每年十二月至来年三四月份，因水源地冻结，

“自来水”会断流。站长、炊事员和休班的小
伙子，每天都要拎着塑料桶去距离车站500多
米的西山崖边取水。水来之不易，大家就节
约着用，做饭的师傅甚至连洗菜的水都舍不
得倒掉，全部留着准备冲厕所用。

我们来到车站西边光秃秃的山崖处，映
入眼帘的是一个在山崖上凿出的小洞，一根
白中透黄的橡胶管穿进山崖，涓涓山泉从橡
胶管流出，顺着排水渠沟流向山脚。这里 5
分钟才能接满一桶水，为了这三四桶水，每
次都要在寒风中等上20分钟左右。

最可怜的是，有时候连西边山崖的泉水
也断流了。喝不上干净的泉水，只有爬上半
山腰，打开蓄水池盖板，取那里的“死水”。车
站的人都自嘲说，我们住的是远离繁华的“桃
花源”，喝的是大自然馈赠的“银河水”。

作为长期在现代化都市生活的我们，没
有想到，这个车站冬季取水是如此曲折和困
难。但同时也庆幸，山有多高，水就有多
高。如果没有大自然的馈赠，不敢想象这群
90后的小伙子寒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没有
水，自己找；供水中断，自己抬；水管损
坏，自己焊。艰难困苦打不倒，精神一到，
何事不成。这就是青石崖人。

陪同我们采访的青工任鹏涛讲道，他最
高兴的事就是刚来这个有着荣誉的车站时，
特别激动，因为这是一个令人仰慕的地方；
最难受的事是车站没有信号，和女朋友没法
联系，连微信都聊不成，这也促使他把业余
时间也全部投入到学习之中。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今的青石崖
人，已将“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团结互助、
一丝不苟、埋头苦干”的青石崖精神根植于他
们的血液中，青春无悔，奉献光荣。他们用年
轻的生命诠释着坚守的价值和意义，用具体
行动践行着交通强国、铁路先行的使命任务，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宝成铁路大动脉
的安全畅通。 □孙天才 杨安鸿 柴中琪

青石崖的故事青石崖的故事青石崖的故事
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线从任家湾车站出发，一

路攀爬，桥隧相连，过杨家湾、上观音山、越青石崖，到达秦岭

车站。这一段就是著名的“观音山展线”，呈三个马蹄形和一

个“∞”字形盘旋，落差达 817米。沿途的这些车站虽小，但在

秦北高坡的安全控制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着“云霄

车站”“云端车站”“山巅车站”之称的四等小站青石崖车站就

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宝成铁路建成通车 60年后的今天，一

代代青石崖人，坚守传承着“艰苦奋

斗、顽强拼搏、团结互助、一丝不苟、埋

头苦干”的“青石崖精神”。

“你好，刚刚看你拿着手机边看
边过斑马线，根据《温州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行人横穿道路时低头看
手机要处以10元的处罚。”1月14日
上午，浙江省温州市交警对斑马线上
的“低头族”胡女士现场开具了处罚
罚单。

“首张低头族罚单”新闻迅速走红
全国，“赢了”的不仅是温州交警，更有
刚刚实施半个月的《温州市文明行为
促进条例》。贵州省、武汉市、太原市、
郑州市、西安市、无锡市……近年来，
制定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俨然形成一
股地方立法的热潮。各地在条例实施
前及实施过程中也都大力开展了宣
传，为什么没产生出温州这样的新闻
效果？

首先应该肯定“首张低头族罚单”
的良好社会效应。过马路低头看手
机，不仅危及自身安全，影响他人和车
辆顺利通行，更不利于形成车辆礼让
行人的交通风尚。《低头族的警钟！温
州女子低头玩手机踩空落水溺亡》，这
是《杭州日报》2015年底的一则报道，
标题惊心动魄，但似乎并没有这条“罚
单新闻”这样的传播实效。一张罚单，
教育面不可谓不广，而胡女士仅仅被
罚了10元钱，真可谓是防微杜渐了。

“罚单新闻”现身温州，得益于一
条要素完备的法律规则。笔者查阅了
一些地方的文明行为促进规则，对于
类似的不文明行为，也都做了非常详
尽的列举性规定，但大多是引导性的，
没有设立明确罚则。而温州市的规则
明确规定，对于“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
穿道路时低头看手机、嬉戏等，影响其
他车辆或者行人通行”的，“处警告或
者十元罚款”。

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应当由假
定、处理和制裁三个要素构成。缺失
了罚则，法条就失去了具体实施的保
障，其规范意义自然要大打折扣。温
州市的规则一经实施就效果明显，正
是得益于其法律规则的健全。

那么，一个城市的文明行为促进
规则，有没有权力设置罚款？这是一
些网友的疑问。按照我国立法法规
定，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可以制定实施地方性法规；
同时，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第十一条
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
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
政处罚。从实际效果来说，对于过马
路“低头族”处以警告或罚款10元，小
小惩戒教育一下，似也不为过，其立法
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

据悉，日前有北京市人大代表也
提出了制定《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的建议。笔者希望此类地方立法
能日益走向成熟完善，切切实实发挥
效用。 □柴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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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中顾委委员汪峰为青石崖车站题词

青石崖车站青工在水源地取水

青石崖车站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