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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线 

虽然在林业系统，但这也

是我第一次走进塞罕坝林场。

我去过全国很多的林场，也看

过很多的人工林，但是这一次

来到塞罕坝林场，与林场职工

感悟心得

塞罕坝之行，我一生的回忆

一起同吃同住，同工同劳，给

了我很多不一样的感受。

美丽：塞罕坝真的很

美。当我们站在望火楼上，当

我们走在林间的小路上，当我

们晚上仰望星空，

蓝天、白云、绿色

的海洋，清新的空

气，偶尔徜徉在林

间或草地上的牛群

羊群，还有夜晚天

空明亮的月亮和清

晰的北斗七星，我

们无时无刻不感觉

到塞罕坝风景的美丽。“河的

源头，云的故乡，花的世界，

林的海洋”，这就是美丽的塞

罕坝。风景美，塞罕坝的人更

美。虽然这里海拔1500米左

右，紫外线强，塞罕坝人的脸

都被晒得黑黝黝的，但是他们

执着、质朴、开朗、无所畏惧

的性格让我感到他们无比的美

丽。美丽的风景打动的是我们

的眼睛，而美丽精神打动的是

我们的心灵。

震撼：建国初期的塞

罕坝已经彻底荒漠化，“飞鸟

塞罕坝机械林场调研团  国家林业局   李世峰

在塞罕坝千层板林场苗圃学习播种机使用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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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栖树，黄沙遮天日”是当时

塞罕坝的真实写照。1961年11

月，当原国家林业部国营林场

管理总局刘琨副局长历尽千辛

万苦在茫茫荒原上找到一棵硕

果仅存的落叶松时，不禁激动

万分，这棵树证明了塞罕坝上

可以长出参天大树。有了这

棵树，于是就有了塞罕坝林

场，就有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127名大中专学生和242名职工

组成的369人的建设大军，有

了“六女上坝”的动人故事，

有了这茫茫塞外荒原上艰难的

创业历程。“六女上坝”故事

的主人公之一陈彦娴阿姨给我

们讲述了当年创业的艰辛。喝

的是雪水、雨水和沟塘子水，

吃的是含有麦芒的黑莜面、窝

窝头、带皮的土豆和咸菜。有

时粮食供应不上，就煮莜麦粒

就盐水充饥，

偶尔吃上顿黑

面馒头，就算

是 “ 改 善 伙

食”了。房屋

不够住，就住

仓库、马棚、

窝棚、干打垒

和泥草房，这

些地方夏天不

能阻风雨，冬天不能挡严寒。

最难熬的是冬天，气温达到

了－40℃左右，白毛风一刮，

对面不见人，呼吸都困难。出

去不大功夫，鼻尖、耳垂眼看

着气儿吹似的鼓起一个圆泡。

创业者们有一首打油诗真实地

记录了当时的艰苦生活，“渴

饮沟河水，饥食黑莜面。白天

忙作业，夜宿草窝间。雨雪

来查铺，鸟兽绕我眠。劲风

扬飞沙，严霜镶被边。老天虽

无情，也怕铁打汉。满地栽上

树，看你变不变。”但

是，就在这样的条件

下，塞罕坝人克服了一

个又一个的困难，从

1964年起，造林面积逐

年增加，到1983年，造

林面积已达110万亩。今

天的塞罕坝森林覆盖率

达到了80%，林木总蓄积量1012

万立方米，集中连片的人工林

面积居中国第一、世界第一！

塞罕坝人以48年的坚守，以永

不言败的担当，创造了一个伟

大的绿色奇迹，更创造了一个

伟大的塞罕坝精神：“艰苦创

业、无私奉献、科学求实、开

拓创新、爱岗敬业”。

传承：在塞罕坝林场的

6天里，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一说

到林场，塞罕坝人的脸上都充

满了自豪。他们有资格自豪，

今天的塞罕坝每年为京津地区

净化输送清洁淡水1.37亿立方

米，固碳74.7万吨，释放氧气

54.5万吨，每年提供的生态服

务价值超过120亿元。今天的

塞罕坝再也不是当年来了就想

走，走不了就想跑的地方了。

当我们问起现在的林场是不是

一个让人羡慕的工作时，阴河

塞罕坝“六女上坝”主人公之一的陈彦娴给我们
讲述了当年创业的艰辛

这样的山坡地，就得跪着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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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部委，20颗年轻的心。在塞

罕坝林场，我们同吃、同住、

同劳，一起经历，一起被感

动。在这里，没有部委行业间

的隔阂，没有中央到地方的距

离，只有团长和团员，只有老

师和学生。我们不怕不懂，不

会的我们就问，就学，老师教

得认真，我们学得也专心。虽

然很累，但我们的笑容是灿烂

的。在林间的道路上，留下了

我们巡山的脚步；山顶的望火

楼，我们被寂寞所感动；树林

里，那一堆堆的树枝，是我们

森林抚育的成果；吐力根河边

的沙地上，那两亩新造林的樟

子松林将保证我们此行的碳零

排放；联欢会上，和我们的老

师一起大声唱，大声笑，输了

一样大口喝酒。虽然我们来自

北京中央机关，但是在这里我

们一样能找到发挥的舞台。6

天的时间，我们收获了很多的

感动，学到了许多的知识，体

验到了不曾了解的艰辛，最重

要的是，我们收获了许多思

考，也许现在的我们不能给出

答案，但是我们还年轻，在将

来的工作生活中我们一定能找

出自己的回答。

后记： 6天的时间很

短，在这6天里，林场的领导

为我们的到来精心准备，周到

细致的安排让我感动；我们20

个团员一起经历、一起欢笑、

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让我感到

温暖。这6天，将是我一生的

回忆和财富。

林场工会副主席老梁和宣传科

的王科长异口同声肯定地说

“非常羡慕”，自豪之情溢于

言表。近几年来每年林场都要

进十几个大学生、研究生，全

部都要通过省林业厅招考才能

进。在自豪的同时，塞罕坝人

并没有忘记责任。在海拔1900

多米的望海楼上的刘军夫妇，

是普普通通的林场工人，没有

轰轰烈烈的事迹，也没有惊人

的壮举，但他们忍受着常人

难以忍受的寂寞，一待就是7

年；亮兵台营林区一位普通护

林员老尤，执着开朗，每天早

出晚归，在他负责的2000多亩

林子里巡逻，十几年如一日；

阴河林场工会副主席老梁，一

家三代都在林场，乐观敬业，

虽然家里非常困难，但该干的

工作一个不落下；阴河林场负

责生产的郭副场长，家在总

场，但进入防火期以来已经一

个多月没有回家了，虽然总场

到阴河林场仅仅30公里。在这

些林场职工的身上，我们看到

了塞罕坝精神的传承和发扬。

曾经的塞罕坝无比辉煌，现在

塞罕坝依然灿烂，明天的塞罕

坝将更加美好。

激情：6天的时间，10
修枝作业中遇雨，和林场职工共进退，被淋

成落汤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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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感动

师傅是名巡道工

我的师傅樊建新，是西安铁路局安康工务

段巴山工务车间的一名普通巡道工。跟工区其

他工友一样，师傅皮肤黝黑，工具包里一年四

季揣着应付山蛇咬伤的药膏。

师傅作业的时候话不多，两眼追着手电的

光束紧紧盯着线路，一寸一寸巡查，没有丝毫

倦怠。我们通常在作业间歇，或是在完成作业

返回工区后，跟师傅闲聊几句。

刚刚接触工务作业的时候，我一度认为巡

道在工务作业中相对轻松，觉得分配我去巡道

有点“不过瘾”。

随着与师傅的交流逐渐深入和持续的现场

作业，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之前的看法是多么荒

唐。巡道虽然看似简单，但是每一名巡道工都

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每一名巡道工

的巡道记忆里，都充斥着关于生与死最直观的

画面、对突发事件最痛彻的恐惧。

关于生死：“旁观死神降临比亲历死亡还

要恐怖。”

常态下，生命是一种过程。由生到死，是

自然规律在人这种高级生物上的体现。

然而，生命在铁路工务作业中，却不存在

这种由青年到壮年再至暮年的过程。在这里，

生死就在一瞬之间；在这里，生命也从来不是

什么完整的章节，有的，只是戛然而止。

1994年的秋天，师傅跟往常一样在线路上

巡视。前方钢梁桥上有一名工友掏出安全绳，

准备做好防护措施后为桥梁除锈。

就在安全绳锁扣要扣上桥梁的一刹那，这

名工友脚下一软，直接从桥上掉了下去……

幸运的是，这名工友被桥下拉着的安全网

截住，保住一条命。

师傅把这一切全看在眼里，半天没缓过劲

儿来：“那是一条命啊，要不是安全网，这人

掉下去就碎了啊！”

“死神说来就来，看到一个人在生与死

之间打了个转转，这比发生在自己身上还吓

人。”师傅现在仍是心有余悸，“安全太重要

了，命就那么一回啊！从那以后，各种安全措

施我按照规定加倍做好，这一幕对我这辈子的

冲击太大了！”

关于巡道：“这坎不过去，这个工作我一

辈子都干不成了。”

人对隧道，在骨子里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

恐惧。

每一名巡道工在作业生涯中都会遇到这道

坎，很多人把它叫做“生死坎”。因为巡道期

间，职工们常会遇到各种突发事件，特别是在

铁道部大巴山调研团    大    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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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隧道中，恐惧的蔓延往往与事件的发生

一起不期而至。

巡道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隧道里巡线，只

有手电筒的灯光为伴，往往很难准确判断横在

线路上的物体，所以他们只能不顾一切地将这

些东西移开，以保证线路畅通。用宣传语言来

说，这叫“职业道德”；用师傅的话说，他们

就是“吃这口饭的”。

2001年的夏天，师傅刚到一条隧道口，汗

毛就竖了起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横在眼前的线

路上，这个东西的一头已经被碾得红呼呼稀烂！

那时候，当地很多村民为求近路，在隧道

中行走，铁路伤亡事故很多。

师傅掉头就跑，恐惧在身后紧紧追上了

他，抓住了他，渗入血液。他想向附近的人们

求助，可是荒郊野外，哪有人啊！

师傅在隧道口定了定神：“这坎不过去，

这个工作我一辈子都干不成了！”他壮着胆子

向那个黑乎乎的东西走去。

快到跟前的时候，师傅站住了——漆黑

的隧道里，眼前一个莫名其妙被轧得稀烂的东

西，谁能不害怕啊！！

师傅弯腰抄起道砟砸过去——噗——那声

音脆得能要了人命！

“咱是吃这口饭的，怎么也得过去，就真

是个尸体用手抱也得给他抱出来！”师傅壮起

胆子，开着手电，高喊着走向前去……

走到近前，师傅终于看清了，这是一只硕

大的垃圾袋，袋口破了，露出一只红色饭盒。

 一场虚惊！

“有了这次，我还怕啥？这辈子我啥也不

怕了！”师傅咧嘴一笑，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

人吓人，吓死人。

关于退休：“只活眼前，随叫随到，从来

没想退休以后怎么过。”

师傅平时话不多，可是一上线路，就立

马精神起来，脚下像生了根，在道砟上如履平

地，巡道的时候我们常常被师傅甩出老远。

巴山地区现在的最高气温已达到38摄氏

度，师傅却刚刚脱掉秋衣秋裤：“这线路隧道

连着隧道，一个隧道就5公里。别看外面热得不

行，隧道里却冷得厉害。”

师傅是西安人，爱人跟女儿都在西安，但

他平时吃住都在工区，只有休假时才回去跟家

人短暂团聚。

还有3年，师傅就退休了。52岁的人了，

师傅在巴山工务车间干了30多年，常年风吹日

晒，生活不规律，与家人聚少离多。快退休

了，对于其他行业在岗的人们来说，他们早就

开始规划着退休以后的生活。旅游、锻炼、照

顾第三代，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憧憬和计划。

而师傅，却从没想过退休以后的生活。

“哪能想到那么远啊。现在我满脑子安

全，这根弦绷了这么多年，只要不出事，怎么

都行。别的从来没想过。”师傅还是一如既往

地直来直去，“我就活在眼前，有活儿随叫随

到，退休以后的事，到了那天再说吧，没那个

精力去琢磨了。”

巴山，是个很神奇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

极其恶劣，巴山工务车间集中了襄渝线上桥梁

最高、隧道最长、曲线半径最小、海拔最高、

坡度最大、生活条件最差的“六最”。尽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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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微知著

在陕西汉阳陵博物馆票务“创优”办公室，我们收获了发自内心的感动。因为对

中华文化的敬畏，所以对工作格外的珍惜，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因为对工作的珍惜，

所以才有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看似简单的售票、收费、检票的过程不容些许的差错； 

因为高度的责任心，所以面对顾客的刁难，仍面带微笑，耐心解释……只有走进一线，

才能体会他们的艰辛；只有走进一线，才能读懂他们眼神、他们的泪水、他们的坚守。

（陕西汉阳陵调研团）

他们用西柏坡精神创造了中国高速公路的奇迹。“一年一条路、一月一座桥”，我

们机关青年在基层中听到了无数在修路中真实、感人的事迹，他们就像路基的石子一样默

默无闻地融入这条路，他们拼搏奋斗的精神事迹也将随着这条路一起流传。路政人员用他

们红色的精神、军事化的管理、负责的态度守护着这条红色之路，同时也感染了我们每一

位机关青年的心。（西柏坡调研团）

尽管三十年来有的测量路线已从平坦大道变得杂草丛生，有的已从曾经的羊肠小道

蜕变为今日的悬崖峭壁，但为了保持三十年水准测量数据的稳定性，一线测量人员在悬崖

峭壁上完成一次又一次的高空危险测量，用高度负责的拼命精神和专业化的测量技能，为

地震监测事业奉献了青春。（山西代县中心地震台调研团）

此，这里的巴山路地运动会却在国内享有盛

誉。这也成了巴山工务车间最美的一张名片。

临别时，师傅送给我们一本精装版的《激

情巴山——巴山路地群众运动会30年纪念》。

我们一致要求师傅在扉页上给我们留句话。师

傅憨厚地笑了半天，接过笔写下“弘扬巴山精

神”六个字。他不好意思地说：“别的不知道该

写啥，就写了心里最想说的、最‘文’的词。”

开车的时候，师傅在车窗外使劲儿地找

着我们。目光相聚的时候，这个年过半百的陕

北汉子没有掉泪，眼神中充满希冀和祝福。而

我，却早已潸然泪下。

晶莹的泪光中，我收到了师傅发来的短

信：“刚才走得急，忘跟你说了，那天巡线的

时候你流鼻血了，天热别用凉水洗脸，血管激

着了容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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藁城环保调研团与藁城环保监察大

队夜间出勤，来到汪洋沟现场监察水质。

藁城环保调研团一团员正在尽全力掀

起重60斤的井盖，看样子真的很费力。据了

解，每天一个中队要掀起这样的井盖28次。

这是热电厂烟囱平台，脚下都是悬空

的，可以直接看到地面，真的有点恐怖啊。据

了解，即便是这种艰苦的工作，还是有女环境

监察人员从事这个工作。（藁城环保调研团）

跬步之间的坚持：一步、两

步、三步，十米、二十米、三十

米，每次数十站往返测量，每站测

量距离30—60米，每天上午下午各

测一次；此外，每年还有6次、全

年行程万余公里的野外流动水准测

量；无论严寒酷暑、日晒雨淋，无

论虫叮蛇咬、悬崖落石，都定时定

点雷打不动。（山西代县中心地震

台调研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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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语录
不要总觉得在艰苦的地方就可以放松工作，忽视心的感受，越

是在这样的地方，越是要有风骨，要有志气，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将来想要做什么，要知道国家、责任、荣誉在这里的分量。付出青春

智慧和汗水，生活总不会负你！

——红其拉甫卡拉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 杨晓林

早上五点钟，我们就伴着晨曦出发。在沙

漠中行走比在戈壁费力得多，深一脚浅一脚，爬

沙丘时尤其爬两步退一步，稍有不慎还会整个人

滑溜下来。翻过一个又一个山丘，当大家最终爬

在靖边县的红墩界镇中心小学，调研团成

员给孩子们发放碳足迹计算器，希望孩子们从小

就树立起环保理念。（林业局陕西榆林调研团）

上观测点所在的最陡峭的山丘时，已经是气喘吁

吁，汗流浃背。（内蒙古阿拉善拐子湖调研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