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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线 

 围炉夜话

访谈对象：刘军、齐淑艳夫妇

访谈地点：塞罕坝机械林场阴河林场亮兵台营林区望海楼

访谈时间：2012年6月5日下午 

望海楼的幸福守望
——望火楼刘军夫妇的访谈录

塞罕坝机械林场调研团    环保部环境认证中心    刘    淼 

海拔1 9 3 6米，塞罕坝

林场海拔最高的望火楼，名

曰：望海楼。从2006年9月至

今，一到防火期，这里便住

着一对夫妻。他们是普普通

通的护林人，丈夫叫刘军，

1 9 7 1年生人，初中毕业，

1989年参加工作；妻子叫齐

淑艳，1970年生人，初中毕

业，1991年参加工作；他们

有一个儿子，今年已经19岁

了，目前在上海实习。

他们在望海楼工作至今

已七个年头，林场防火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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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

九点，每隔十五分钟，他们

就要到瞭望塔上观察是否有

火情，并向林场汇报一次。

不管是炎炎夏日还是寒冷冬

天，始终在这里尽职尽责地

守望着。

下 午 四 点 左 右 ， 我 们

阴河分组的成员一行10人在

姚场长的带领下来到了望海

楼，对刘军夫妇进行了一次

学习访谈。下面是访谈摘录

（问：Q，刘军：J，齐淑

艳：Y）。

（当我们乘车来到望海

楼时，刘军夫妇已经站在门

口等着我们了。先带着我们

上到三楼瞭望塔，楼梯很低

很狭窄，上楼的时候一不小

心就会撞脑袋，夫妇俩不停

地在提醒我们要小心。塔顶

是铁皮焊成的，冬冷夏热，

窗户都是封死的。）

Q：这窗户为啥都是封死

的？

J：上面风大，我们只留

了一个活窗，这样不对流，

要不然房顶会被吹掀起来。

上次这房顶就掀起来了，现

在的是重新焊上去的。

Q：您多长时间报告一次

情况呀？

J：十五分钟。（拿起望

远镜向外面望去）

Q：冬天这里有多少度？

报告也是一样的吗？

J：嗯，冬天可冷，那也

得一样上来报告。

（瞭望塔很小，我们十

几个人已经站不下来，来到

一楼，这里是夫妇俩住的地

方。房间里只有一个大炕和

一台电视，墙上贴满了水彩

画、剪纸，最大的还是《望

火楼报告制度》。这些画

里，其中一幅画了两只猫互

相依偎，名为守望。）

Q：咱们平时都吃啥东

西？

Y：都是场里送上来，送

啥吃啥，然后自己再摘点野

菜，把菜晒干，就能保存很

久，到冬天也能吃。有个水

窖，也是从场里运上来的，

窖里的水能喝一年，冬天也

不冻冰，夏天也挺凉，不知

咋回事。（笑）

Q：这墙上的画和剪纸都

是您自己画的？

J：对，嘿嘿。

Q：画得真好！

（我们来到望海楼后面

的草坪上，席地而坐，团长

和团副开始跟夫妇俩聊起天

来。）

Q：你觉得你的老公好

吗？

Y：好！（笑）

Q：哪好呀？

Y：什么都好！（哈哈）

Q：为啥要来望海楼呢？

Y：我们是自愿来的，因

为这里安静，不用老跟人打

交道。 

Q：你觉得在这寂寞吗？

寂寞的时候怎么办呢？

Y：寂寞，我就出去喊两

声，还养了条狗。他就自己

画画，剪纸，觉得他画得挺

敞亮的。（笑）

J：小时候就上过一次画

画课，就很喜欢，现在就试

着自己画画。

Q：我看见咱们屋里墙

上贴的那两只猫，为什么叫

守望，当时用了多长时间画

完？

J：当时突然就想画两只

猫，用了两天时间，就觉得

刘军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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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守望挺好。

Q：觉得跟您俩很像，呵

呵！

Q：夏天多长时间洗一次

澡？

Y：一年七个月防火期，

要过了防火期，下山才能洗

澡。

Q：你们觉得这个工作重

要吗？

J：（顿了一下，很认

真得说）这是林场的一个眼

睛。

Q：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J：天天盼着别着火！每

天早晨起来，就盼着这一天

没有火情。

Q：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Y：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孩子现在大了，在上海实

习，我们也就放心了。

Q：对林场有什么要求

吗？

J：要说有，就是希望我

的画能展览。（笑）

（这时，银河林场姚场

长跟我们说，林场明年要重

建望海楼，设计图都有

了，要盖六层，弄两个

卧室，有浴室，有阳光

房，再弄个展示厅，要

把这里的生活质量大大

提高上去。）

由于时间的原因，

我们这次访谈不到一个

小时，夫妇俩话不多，

但是能看出来真得很喜欢跟

我们聊天。最后刘军师傅还

亲笔写了一幅字“根在基层 

走进一线”送给了我们。

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事

迹，也没有惊人的壮举，但

他们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兢

兢业业，默默地奉献着，坚

守着务林人的责任和幸福。

感悟心得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最温暖最亲切的词莫过于“家”这个字

眼，家是港湾，是归宿，是劳累一天后重新获得力量的地方。 对

动车组来说，动车段是它整修的“家”；对动车人来说，动车段是

他事业的“家”；而对我来说，此次调研目的地武汉动车段，则是

心灵的“家”，因为我的心在这里经历了洗礼和沉淀。——题记

回
﹁
家
﹂
之
旅

武
汉
动
车
段
调
研
团     

铁
道
部
经
济
规
划
研
究
院     

赵    

娟

5月14日，随着火车“隆隆”地驶过武汉长江大桥，壮阔的江面跃入眼

帘，2012年铁道部直属机关“转作风、下基层、接地气”实践活动第一批武

汉局武汉动车段调研正式拉开序幕。

武汉动车段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承担工作量最多的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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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修基地。但在这高科技和现代化管理的背后

更凝聚一种深入人心、潜入骨髓的“家”的文

化气息，贯穿在这一列列钢铁巨龙之间，萦绕

着这看似冰冷和漆黑的机械部件，所以这里的

动车人在工作的时候总是全神贯注，像为自己

的家人在做事一样，点点滴滴，全心投入。这

给了我最大的震撼和感动，这5天来“家”这个

字眼常常会浮现在脑海里，我思索了很久，对

“家”的内涵之意有了更深地认识和理解。 

动车之“家”
入夜了，大概8、9点钟，一列列动车缓

缓驶入动车检修库，白天风驰电掣在祖国的大

江南北，晚上它要回到这里与它的“家人”相

聚，积蓄力量等待着第二天安全、快速地护送

又一批旅客。在武汉动车段它们的安全是有保

障的，它们的“家”占地2100亩，厂房面积约

18万平方米，具备400组动车组的检修能力，规

模超过日本，是世界规模最大的高速列车检修

基地。重点承担华中、西南等地区动车组检修

任务，业务量覆盖京广、沪汉蓉、浙赣等客运

专线，约占全路动车组检修任务总量的40%。

我们跟班作业的动车组运用所是目前一次性建

成的最大的十线检修库，库内可同时停放20组

标准列。主要负责武广高铁的运营检修（一级

修、二级修、临修）和乘务工作，共配属动车

组40列，其中CRH2C一阶段2组，CRH2C二阶段19

组，CRH380AL29组，每日上线动车组18组。

调研第一天我们首先进行了安全意识教

育和动车知识培训，通过学习了解到了段里对

“安全责任大于天”的恪守和重视，然后安排

了跟班师傅，我的师傅一位是从事铁路车辆相

关工作20多年的老铁路人杨师傅，另一位是刚

进段工作2年多的年轻职工，小田师傅。学习期

间曾向杨师傅请教了一些问题，他总是耐心热

情地给予详细解答，并且还在纸上给我画图示

意，很怕我听不明白，不管是什么问题他都能

滔滔不绝地讲上一阵。

短暂的培训结束后，开始跟班作业了，

我们第一次登上动车组车顶跟班无电作业，

为保障安全，必须一人一卡才能登顶。站在车

顶上，看着一组组动车安静的躺在股道上，等

待着师傅们的检修。我开玩笑的和杨师傅说：

“就像人在外面工作，它们也要回家休息。”

杨师傅呵呵一乐，笑着说：“它们回来休息，

我们就开始工作啰，今晚你们跟班到11点，我

们还得通宵咧。”随后师傅们进行动车组受电

弓、车顶高压设备、风挡、高压连接线、天线

等部件的状态检查。每到一个设备先跟我们讲

解，然后认真检查，用粉笔在设备上写上当天

的日期，画上小勾，表示设备状态正常，一个

一个不厌其烦，有这样一群人守护着动车让人

感到踏实安稳。

动车人之“家”
第三天上午，我们开完座谈会从办公楼里

出来，几个年轻的小伙，二十岁出头的样子，

穿着一身时尚休闲运动服，手里拿着饭盒，从

我们面前经过，猜想他们可能是刚吃过饭回宿

舍，让我们惊异的是他们竟自觉地排成一行

安静地走着，这个年纪的男孩给人应该是个性

十足、彰显自我的印象，可他们却规矩踏实。

“两人成排，三人成行”在这里真的不是口

号，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家”一样的生活和

工作了。

晚上10点多，我有点昏昏欲睡，强打着精

神听师傅讲技术知识。突然杨师傅讲起：“今

天晚上武广高铁有点晚点，进库比平时晚，家

里要先知道这些消息。”我一听，提到家里

了，竖起耳朵来听听有没有什么故事，“不管

是什么情况，哪个车晚点家里都会知道的，我

们在武汉站专门有人负责收集这些信息”我听



5

了半天，有点迷糊，杨师傅说的“家”里是指

动车段吗？看他的表情，眉飞色舞的，一提到

动车段总是显得很兴奋。细细想来，终于明

白，这里的动车人已经从骨子里接受了动车段

这个大家庭，每一个人都是“家”里的主人，

都在为“家”里做事，所以对自己的小家似乎

不是很在意了，和杨师傅聊了很多次，对他家

的了解仅仅是他家离单位20多公里，每个星期

回家一到两次，其余的都不得而知了，因为他

更愿意谈的是工作的事。

杨师傅比较忙，每次跟班作业都是小田

师傅带我们，我们跟着他登车顶、钻地沟，有

电作业时检查车顶受电弓、车顶高压设备、风

挡、高压连接线、天线等部件，无电作业是检

查车下状态，包括转向架、轴箱装置、牵引电

机、夹钳装置、齿轮箱、减震器、车间连接器

等装置，其实工作内容每天都是一样的，基本

上是重复的、机械性的劳动，所以问了问小田

师傅每天这样工作会不会觉得枯燥乏味，小伙

子腼腆地笑了笑说：“不会啊，虽然重复性的

工作比较多，其实还是有挑战性的，而且这样

生活觉得很充实，很有意义。”然后又是一副

满足的笑脸。突然想起乔布斯的一句话：“跟

随自己的心，成就一番伟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热

爱自己的事业。如果你还没能找到让自己热爱

的事业，继续寻找，不要放弃。”我想他们都

已经找到了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并在这份事业

上心无旁骛、认真负责地投入着，虽然只是一

名名普通的铁路工人，但他们却是成功的，幸

福的。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文化让这里的每一

个职工如此踏实地工作、充实地生活。老职工

不离不弃，坚守岗位；年轻职工脚踏实地，认

真负责。到第四天，武汉局副局长，动车段最

初的规划者水滴、建设者蒋局长和我们年轻人

进行了一次座谈，解开了我的疑惑。“育人责

任比建段重要”这是蒋局座谈中给我印象最深

的一句话，虽然还讲了很多其他方面，核心是

这里的文化真正在体现“以人为本”，不是把

职工当作劳力来使唤，而是确实在精心地培育

他们，所以会有每天的英语课和口语训练，虽

然表面看起来学习英语与他们工作内容毫不相

干，但却给人一种奋进的力量。在这里工作不

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更多的是在体现人生价

值，在这样的文化中生活工作，再苦再累也是

幸福的。 

我的心灵之“家”
虽然我不是动车段的职工，但在动车段的

这5天感受到这里的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和“视

岗如家”浓厚的责任感，不知不觉也把自己融

入了动车段这种“家”的文化当中，我们都在

铁路的不同岗位上工作，为自己的选择努力地

奋斗下去。

我从小在铁道边长大，家里的亲人几乎都

是铁路职工，以前一直对铁路感觉又爱又怨，

铁路工人默默无闻地在奉献，拿着仅能养家糊

口的工资，却撑起了国民经济发展必需的运输

动脉。长大后，我在铁路科研岗位工作，搞研

究、找资料、查文献，很少与人打交道，虽然

每天坐在办公室，没有风吹日晒、汗流浃背，

有时也会觉得无聊枯燥。但这一切的不满情绪

和对铁路的抱怨在这次基层调研经历过后慢

慢消除了，这次活动让我对铁路有了全新的认

识，印象中的铁路工作不仅是粗笨、劳苦的，

还可以是精细、有序的；不是落后僵化的，而

是先进和谐的；不是被迫和无奈，而是奉献和

付出；不仅是养家糊口的手段，还是实现价值

的平台。在动车段由职工自己组成的乐队和旗

手来完成每月必举行一次的升旗仪式，让每一

个人时刻都感受到“爱国、爱铁路、爱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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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陕西宁强调研团：陕西省青木川镇

农家小院，调研团和农民们围坐一堂，五级财

政共话农补。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冀萌新书记

与老乡亲切交谈。座谈期间，老乡们不断端出

自种自摘的山果子，纯天然、无公害，充满了

自然的香甜。

浙江嘉兴南湖调研团：《舌尖上的中国》

里震撼的一幕——包粽子。上千平方米的厂房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2012年基层调研实践活动专刊中央国家机关青年2012年基层调研实践活动专刊

见微知著

的情怀。

我想在以后的工作中，某个时刻，当自己

在查阅、研究卷帙浩繁的科技文献而头昏眼花

时，会突然想起远在武汉的东湖之畔动车段，

闷热嘈杂的检修库里也有一群年轻人在油腻的

车底或车顶认真精心地检查每一个部件，手势

准确地指着待查部件，嘴里重复着同样的话：

“踏面状态正常”，“匝片磨耗未到限”，

“制动夹钳外观状态良好……”神情专注而投

入，不抱怨不敷衍。是的，我们都在为铁路的

发展而努力工作，只是不同的岗位和任务，都

需要具有受苦和忍耐精神，作为年轻人既然扎

根铁路，就要像大树一样成长，虽然默默无

闻，但终有一天会枝繁叶茂。

（原文略有删节）

财政部陕西宁强调研团：今天来到金山寺

村，2008年抗震救灾时胡总书记来过的地方，在

村民活动中心，张贴着一份份受灾学生写的作

文，看着作文标题:感恩的心、爱之回报、感恩

生命、感恩中国、生活不相信眼泪……爱、感

恩、坚强，这些希望的种子在小朋友心中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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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几百个全身雪白的工人正在工作着。手法

娴熟，疾如闪电，从裹叶到系线贴标签，几乎

就是一二三的时间。这里大多数环节工厂都用

上了自己开发的自动化设备，唯独包粽这个是

纯手工。据说快的一分钟能包11个呢！

林业

局榆林调

研团：在

治沙英雄

牛玉琴家

听她讲故

事，参观

她的展览

室！我们看到满墙的荣誉、照片，看到她和她

的家人多年来奋斗的艰辛，也看到国家和百姓

对她的支持！

财 政 部

陕西宁强调研

团：梦想是什

么，小朋友的

脑袋里想着什

么，今天的梦

想主题班会，

团员们听着孩子的梦想，分享着自己的故事，

如孩子的歌声所唱，我终于翱翔，用心凝望不

害怕，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内蒙包头调研团：在包钢稀土研究院，我

们领略了稀土之磁悬浮永磁科技的神奇。稀土

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特别是尖端科技和国防军

工领域有着广泛应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国稀土储备量巨大，居世界首位，党和国家

领导人曾就稀土开发应用多次做出重要指示。

基层语录

“用积极的心态去看待一切，该是我们在社会上生存的必修

课。因为心态决定思维、思维指导行动、行动养成习惯、习惯成就

命运。”——陕西省宁强县广坪镇财政所所长何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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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图片为浙江嘉兴南湖水乡——梅花州，由浙江嘉兴南湖调研团提供

报送：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共青团中央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工作领导小组

分送：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党委书记，常务副书记，分管副书记；人事司

      “走进一线”活动顾问、导师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团组织

联系人：宋文广  龚  仆  张  志   联系电话：68850776   传  真：68850619  邮箱：tgw6666@126.com 

网  址：http://www.zgg.org.cn/pub/tgw   博  客：http://blog.sina.com.cn/zygjjgtgw

6月16日-6月22日出发的调研团

6月12日—6月19日

国家林业局陕西省榆林市

6月12日—6月17日

陕西省宁强县财政局乡级财政所

6月14日—6月21日

国家林业局黑龙江省富锦县

6月14日—6月18日

浙江省嘉兴南湖现代农业示范区

6月14日—6月20日

内蒙古阿拉善荒漠化防治调研团

6月16日—6月21日

新疆喀什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红其拉甫

办事处

6月17日—6月21日

陕西省西安市汉阳陵博物馆文物发掘

保护小组

6月17日—6月21日

河北省藁城市环保局监察大队

6月17日—6月21日

山东省东营区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6月18日—6月25日

国家林业局贵州省黔东南州 

6月18日—6月21日

体育总局北京体育大学

6月18日—6月24日

山西省代县中心地震台

6月18日—6月22日

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王英镇王文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