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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妈妈病危住院了……”
日前，中铁七局三公司海外刚

果金项目施工现场，正在工地盯
控打灰的职工丁福臣接到了爱人
打来的电话，可是身在异国的他
因航班熔断无法返回家中。

带着慌张和焦虑，丁福臣拨通
了公司“红旗爱心服务工作室”负
责人韦志明的电话，希望志愿者
能在他没赶回家的这段时间里帮
忙照看一下正在急救的老人。

接完电话的韦志明第一时间
召集工作室志愿者迅速集合前往
医院。可抵达医院之时，听闻老
人已经去世，韦志明吩咐几名志
愿者安抚家属情绪，自己则立即
开始联系寿衣店、殡仪馆……从
擦洗身子、帮逝者穿寿衣到通知
家属、搭设灵堂，韦志明同爱心
服务工作室的志愿者们一起，事
无巨细地协助家属妥善处理完了
后事。

“感谢你们帮忙送我母亲最
后一程，这次没有你们，我是真不
知道怎么办了。”十余天后，几经
转机抵达咸阳的丁福臣看到一切
安排的有条不紊，握着韦志明的
手，哽咽着向他和志愿者致谢。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公司咸阳基地家属院里流传

的“有事儿就找‘红旗’”的口号，
是对爱心服务工作室的最大认

可。工作室自 2016 年成立以来，
在公司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和
帮助下，这群身穿红马甲的爱
心服务志愿者，坚持为公司广
大职工及家属奉献爱心、传递
温情，帮助公司职工协办婚丧嫁
娶事宜、支援抗疫、扶贫助残、送
医就医……获得了职工和家属
们的一致赞扬。

截至目前，工作室的志愿者已
累计为 200余对新人操办婚礼；送
走了 260 余名离世老职工及职工
家属；为 50户困难职工家庭解决
了实际困难；帮助 150余名社区困
难群众申请低保、困难补助、大病
救助和特殊照顾，真正为远在各
地施工一线的职工们解决了后顾
之忧，成为了广大职工家属的“自
家人”。

多年来的爱心服务让工作室
先后荣获中国中铁“幸福之家”职
工志愿服务先进集体、陕西省建
设系统助力脱贫攻坚劳动竞赛先
进集体、中铁七局工会先进工会
组织等十几项荣誉称号。

“‘红旗爱心服务工作室’还会
一如既往地为职工做好服务，打
消一线兄弟姐妹们的顾虑，更好
地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企业发
展好，我们家家户户生活才会更
幸福！”“红旗爱心服务工作室”负
责人韦志明由衷地说。 □宋昱辉

“往前再来一点，往下落……慢点慢
点，再往左移一点……落、落、落……到
位，好！”中铁西安局新丰镇车站上行到
达施工现场，头戴安全帽的现场指挥王
柯瑶，一手比划着动作，一手拿着对讲机
不停地喊着，有条不紊地指挥着 100米钢
轨的铺设。

工人们紧张作业，挖掘机、捣固机、
清筛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物料大型机
械车在钢轨上来回穿梭……2023年春节
前夕，新丰镇车站编组场多个场区密集
开工，10个单位 2000名铁路工人日夜奋
战，开启了这个中国西部最大、全国日办
理车最多路网性编组站首次“集中修”的

“加速度”。
铁路“集中修”就是在铁路既有线路

一定范围内，集中人力和物力，在规定时
间内，对达到寿命、老化、磨损的铁路线
路设备进行集中整治和技术升级改造，
以确保铁路行车安全和运输畅通的维修
施工。

“新丰镇车站站区的施工难度很大，
施工维修‘天窗’时间都是卡控到分钟，
工期很紧张，我们集结了全段 1100名干
部职工、30组大型检修机械、40台小型机
械进入铁道线，对编组场的道岔‘咽喉’
区域进行集中整治，全力确保农历新年
前全部完工。”王柯瑶介绍道，新丰镇车
站衔接陇海、西康、太西（包西、侯西）、宁
西、北环等 6个方向铁路线，运输繁忙，
车流量也非常大（每日客运列车 258列，
货物列车 853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
要保证日施工进度，还要确保春节期间
民生物资运输畅通，这些都给我们提出
了很高的标准和要求。

“从空中供电接触网、地面轨道设施
设备到地下电缆，进行立体化施工维修，
道岔区段道砟清筛、钢轨平整打磨、平过
道盖板铺设等十几项施工，都是尽最大

努力安排平行施工。”车站技术科副科长、80后大学生王胜说，为确保铁
路枢纽运输畅通，车站每日都有专人追踪施工进度，动态适时调整计划，
启用施工期间运输专项方案，力争稳定运量，把因施工影响的损失降到
最低，为保障“北煤南运”能源和民生物资运输畅通，稳定全国产业链供
应链发挥积极作用。

“现在正值寒冬天气，昼夜温差大，晚上的风吹起来都是带‘哨音’
的，特别是对晚间零点后的施工影响比较大，近期雨雪天气，对施工进度
还是有一些影响，我们会积极协调……”手拿图纸，正在对施工进度实地
查看的施工计划负责人姚航说，“经过施工单位和车站的密切配合，共同
努力，现已按计划正在全力推进施工进度，全力确保 1月 19日施工任务
圆满完成。”

笔者顺着刚整修过有点硌脚的铁路线，来到新丰镇车站下行出发
场，遇到正在平整线路路基的四川自贡荣县河口镇居民达开拉瓦。“我和
我媳妇都在铁路上做工，什么活都干，每天确实很累，但只要能吃苦，就
能赚得多，很知足。”达开拉瓦幸福地说，我从没见过这么多的火车，火车
里装得都是满满的……这个活干完，就回家过年，车票铁路工程部门已
经给我们买好了，腊月 29晚上的火车，大年三十下午 5点就能到家。

1月 2日至 1月 19日，新丰镇车站集中修施工项目完成后，线路设备
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将得到进一步增强，对 2023年春运期间人员、物资运
输畅通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王云峰 陈向卫

冬天的子午岭寒意袭人，蜿蜒的沮河
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蔚蓝的天空中偶有
几只白鹭飞过，不远处的袅袅炊烟，让沉
寂的冬日有了些许生活气息。

在子午岭的山脚下有一处小院，潺潺
的沮河绕前而过，这座小院是陕煤集团黄
陵矿业水厂一级减压站，王荷花是这里的
一名看护工。每到夜晚，方圆几里地，仅
有小小站点中的微弱灯光穿透着漆黑的
夜空，显得有些孤单寂寞。

当笔者走进减压站，干净整洁的院子
里矗立着三间小平房，在院子的左侧是占
地几百平方米，凸出地面四五米高的蓄水
池，水池下方是王荷花开辟的一小片自留
地，平时种点瓜果蔬菜，养点花草。

“看着这么大的空地，自己没事种点
家常菜，足够平时吃，也节省了不少费
用。”王荷花笑着说。

生活中善良孝顺的王荷花在工作中
更有着一份坚韧和担当。

2021年 10月，肆虐的洪水侵袭了黄
陵地区，洪水夹杂着土石块顺着山坡急流
而下，湍急的河水冲垮了河堤，漫过路面，
淹没了周边的一切，分布在“七沟一川”内
的水泵房多数被泥石流淹没，深埋在地下
的供水管道则被洪水冲断。

险情就是命令，一时间，矿区几百名
抢修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子午岭深处艰难
前行。道路毁了，他们就手拉肩扛着几吨
重的钢管艰难前行；洪水袭来，他们只能
穿过荆棘翻过山头到达受灾点……

此时，王荷花还在减压站坚守着，面
对急流洪水她没有退缩，看到众多抢修
队员奋力抢险，柔弱单薄的她却显得无
能为力。

“嫂子，能给我倒杯热水吗？”此时从
大门口进来几个浑身沾满泥浆的年轻人，
他们拖着设备配件，看起来很疲惫。

“有！有！有！你们先休息会儿，我
马上给你们倒茶喝。”看到和自家孩子年
纪相仿的年轻人，王荷花着实心疼，立刻
从家里拿出了热茶递给他们。刚喝完一
杯热茶，那几个年轻人又马不停蹄地向受
灾点走去。

“抢险帮不上大忙，那就干点力所能

及的事。”倔强的王荷花决定留下来，为这
些奋战在抢修一线的同事们提供帮助。

王荷花每天烧几十壶热水给抢修人
员泡热茶，她搬出孩子买的可乐，用姜片
熬热给他们驱寒，有时还做点家常饭让他
们应急吃，减压站也成了抢修队伍歇脚的

“暖心驿站”。
“荷花不仅勤劳能干，还是个孝顺的

好儿媳。”谈起王荷花，同事都赞叹佩服。
2008年，王荷花的公公突发脑溢血，

急需十余万元的手术费，这无疑给这个普
通家庭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压力。为了治
好公公的病，她和老公卖掉了老家的房
子，所幸公公被抢救了过来，却患上了半
身不遂的后遗症。

“刚从医院回来那段时间，老爷子心
情极为烦躁，经常扔碗、摔杯子。有一次
荷花把汤面条端到老爷子跟前，吹凉了喂
给他，谁知老爷子嫌味道淡，直接把碗摔
了，热面汤把荷花的手也烫伤了。”同事老
马回忆起当年王荷花照顾老人的情景，心
里有说不出的感动。

即便公公如此对待她，孝顺善良的王
荷花没有嫌弃，她深知老人内心的痛苦，
仍尽心尽力照顾公公的饮食起居，坚持
每天给老人做 3个小时的全身按摩，给
公公喂药、喂饭，换洗尿裤。由于生活条
件有限，减压站没有洗澡间，精打细算的
荷花却坚持每个星期送公公去几十公里
外的镇上洗澡。为了让老人生活充满乐
趣，保持心情舒畅，王荷花每天工作结束
还要推着轮椅带着公公顺着河边散步，
尽量让老人的生活过得有质量。在王荷
花无微不至的照顾下，老人体面幸福地
度过了晚年。

“你将来退休后最想干什么？”笔者问。
“想在县城买一套房子，每天接送孙

子上下学，最好是有机会一家人能去天安
门前看看。”王荷花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嘴
角露出了浅浅微笑。

如今的王荷花仍在减压站每天维护
巡视设备，汇报流量数据，坚守着自己的
岗位。虽然脸上多了些岁月的痕迹，柔弱
的身躯似乎也不再坚挺，但她仍是绽放在
沮河畔上最美丽的“荷花”。 □张辉

“你要多熟悉线路，跑完一趟车没
事就琢磨琢磨，在熟悉机车性能的同时
让线路也烂熟于心，这样才能把车真正
开好。”1月13日一大早，中铁十五局集
团轨道交通运营公司靖神铁路运输处
的张毓铭就开始对徒弟们反复叮咛。

张毓铭是一名机车司机，已经在这
个岗位上干了 20多年了。同事和徒弟
们都知道，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唠叨”。

“小王，你看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看
下闸瓦的磨耗程度，有到限的咱们得提
票。”不久前的一天，张毓铭提醒徒弟。

对于张毓铭的交代，徒弟王必龙嘴
里答应着，心里却想，这有什么好看的，
到限又能怎么样？他没有完全按照张
毓铭的叮嘱仔细检查闸瓦，只是简单地
走了个过场。没想到这却是张毓铭的
一道“考题”。

“这么快就看完了，怎么样？闸瓦
都正常吧？”

“您放心，一切正常！”

面对王必龙的轻松回答，张毓铭却
黑了脸。

“左侧第四动轮基础制动装置下闸
瓦磨耗到限需要更换。这块闸瓦我已
经观察好几天了，你为什么没注意？我
就是看你能不能发现这个隐患。要记
住，工作是给自己干的，不是给别人干
的，看似一块小小的闸瓦，你知道它会
产生多大的制动力吗？所以不要放过
任何一个可能影响安全的隐患。”

类似的“拷问”多了，王必龙形成了
条件反射，对张毓铭的每一个问题都做
到了回应到位、检查到位，让“细节决定
成败”从习惯到自觉。

张毓铭爱“唠叨”，不管同事和徒弟
爱不爱听，一件事他总是要说上好几
遍。作为他的徒弟，几乎每个人都有过
对他的叮嘱不在意的情况，郑荣也不例
外。拜师之初，郑荣经常按照自己的想
法去工作，把张毓铭的“唠叨”当成耳旁
风，但一件事情使他彻底改变了对张毓

铭的看法。
一天深夜，郑荣和张毓铭出勤后，

准备接车出库。因为他心里想着早点
出库挂车，所以很快把机车看了一遍，
就上了车，准备按压出库键。

“信号快好了，你看看铁鞋、列尾都
拿上来了吧？”张毓铭问。

“都好了，赶紧出库吧。”郑荣回答。
“你把铁鞋藏哪了，我怎么没看到？”
郑荣这才猛然想起，他一心想着早

点出库挂车，把撤铁鞋的事忘得一干二
净。惊出一身冷汗后，郑荣赶紧下去把
铁鞋拿上来，又仔仔细细地把车检查了
一遍。

“要不是您的一句‘唠叨’，今天我
就惹大祸了。谢谢您，以后您尽管‘唠
叨’，我一定把工作做好。”郑荣说。

“小王，你去看看二位端司机室窗户
关了没有，一会入库到洗车间要给机车

‘洗澡了’，小心进水。”“小郑，看看司机报
单填好了没有，如果填好了再检查一遍。”

“看看总风缸排水阀，再敲敲砂管……”
只要张毓铭在身边，徒弟们总会听

到他的“唠叨”声。当然了，作为一名外
表严厉、内心温柔的“柔情猛汉”，张毓
铭最让徒弟们信服的不是这声声“唠
叨”，而是手把手教会大家有效排查的
工作方法和技巧。他的言传身教不仅
让大伙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习惯，也树立
了良好的榜样。久而久之，大伙发现，
身为他的徒弟，不仅养成了听“唠叨”的
习惯，还学会了时刻自我提醒，每回做
事情都会从心里多问自己几遍，这件事
我做完了吗？我还有哪个环节没做到
位？正因为如此，张毓铭所在的运输处
连续多年做到了无安全事故。

“作为铁路系统的一名员工，任何
一个不注意都可能造成事故，多一句

‘唠叨’也许会觉得烦，但是多一句‘唠
叨’也许就可以避免一次不安全事件的
发生。”谈及自己的“唠叨”心得，张毓铭
如是说。 □张斌峰 王亚飞 蒋军

本报讯 （刘祥胜） 1 月 13
日，从中国建筑业协会传来喜
讯，由陕建三建集团负责施工的
陕西奥体中心体育馆工程荣获
2022-2023年度第一批中国建设
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

该工程总建筑面积 7.25 万
平方米，建筑高度 40米，观众总
座椅 6954个，由比赛馆、训练馆
及配套用房组成，是集竞技赛
事、体育训练、全民健身为一体
的大型综合性甲级场馆，相继
举办了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
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已

成为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一
张亮丽的“体育名片”。建筑以

“丝路长安，彩舞飞歌”为立意
进行设计，脉络清晰的屋顶线
条展现出建筑轻灵飘逸的神
韵，晶莹通透的玻璃幕墙突
出现代建筑的高端品质，古朴
厚重的高台基座展现出运动的
力量。

据悉，该工程还荣获了中国
建筑工程装饰奖、中国安装工程
优质奖“安装之星”、第十四届第
二批中国钢结构金奖、中国建筑
金属结构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等多项荣誉。

←春运期间，东航西
北公司国内航线机上餐
饮“云上食”系列迎来更
新。除了现有精品航线
的“臻”系列、通用航线的

“膳”系列之外，还在上
海、西安、成都天府、昆明
四地的超短短程航线上
上新“云上食·东航早上
好”，为旅客供应方便携
带的便携式热早餐。图
为空姐为乘客送上“百香
柠柠”口味冻干果茶。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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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0日下午，C169次列车到达西安站，
中铁西安局西安客运段“石榴花”班组乘务员，
有的提行李、有的推轮椅帮助高龄重点乘客安
全下车，热情周到的服务得到乘客及其家属的
感谢和称赞。图为乘务员帮老年旅客下车。

□本报记者 刘强 摄

“唠叨”的张毓铭

本报讯 （记者 郝佳伟） 1
月 7日，2023年春运拉开帷幕，
陕西交控运营管理公司“青春志
愿行 温暖回家路”暖冬行动志
愿服务活动同步开启。

该公司各路段分公司统筹
做好春运服务保通工作，绕城、
西长、蓝商、汉宁、安川、西渭、商
界、宜富、西禹、咸铜等多家分公
司启动“暖冬行动”。结合今年
春运车流回暖情况，各路段分公
司结合实际情况制订科学、合
理、高效保通措施，设置固定志
愿服务台和流动服务岗，其中志
愿服务者共上千余人，确保全天
候为过往司乘提供服务。

据悉，该公司各路段在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不断强

化春运服务工作，要求志愿者
积极做 ETC 政策解答、好车道
引导咨询、提供热水、简易维
修、困难帮扶，从“一杯热水、一
句问候、一个微笑”做起，温馨
司乘出行点滴。

此外，该公司所属各路段广
大志愿者身穿红马甲，为过往
司乘提供暖心服务。在做好志
愿服务时积极加强一线员工健
康管理，重点做好车道清洁消
杀工作，保障司乘平安出行。
同时，该公司各路段成立爱心
服务站，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和青年突击队作用，重
点开展引导咨询、秩序维护、重
点帮扶、便民利民、应急救援等
方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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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暖寒冬
——记中铁七局三公司“红旗爱心服务工作室”

绽放在沮河畔上的“荷花”
陕西交控运营管理公司

启动暖冬行动志愿服务

陕建三建集团

承建工程获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集中修集中修””现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