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每年的 “春运”， “暑运” 也
是铁路人需要面对的 “大考”。 为保证
旅客安全顺利到达目的地， 铁路职工
们在炎炎夏日始终坚守在铁路运输第
一线。 他们中， 有每天冒着高温跑十
几公里为列车上水的上水工； 有在熙
熙攘攘的人群中， 给老弱病残孕等行
动不便的旅客提供帮助的车站客运服
务员； 有为了清凉舒适的列车乘车环
境， 在憋闷狭小的空间中检修空调的
空调电器班组……每一滴汗水都记录
着铁路人鏖战酷暑， 保障旅客安全、
方便、 温馨出行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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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护送老幼病残孕
的客运“帅小伙”

□本报记者 盛丽 文/摄

田泽华
北京站客运车间素萍服务组客运员

□本报记者 张晶/文 通讯员 徐强/摄

李健
北京西站上水工

每天冒高温跑十几公里
为列车上水

8月4日上午8点半， 北京站广场上早已人头
攒动。 北京站客运车间素萍服务组客运员田泽华
完成交接班后， 坐到电脑前了解当天服务室重点
旅客预约情况。 之后， 他开始整理服务室配备的
轮椅随时准备接送重点旅客。 田泽华所在的素萍
服务组是北京站为服务 “老、 幼、 病、 残、 孕”
重点旅客而专门成立的服务小组 ， 其前身是
“036重点旅客服务室”。 2010年10月， 正式以全
国劳模李素萍的名字命名为 “素萍服务组”。

去年8月， 田泽华来到服务组成为这里的一
名客运员， 也是这个小集体中唯一的一名男性成
员。 “客运员的工作， 大家都会理解不过是接送
旅客， 帮着拿个行李或者是指个路。 其实， 客运
员做起来绝对是脑力和体力的结合， 没想象的这
么简单。” 一年的工作中， 这个26岁的 “帅小伙”
感受到客运员这项工作的艰辛， 也体会着这个岗
位带来的自豪和满足。

因为服务对象的特殊， 客运员在工作中需要
格外细心。 虽然对于这一点， 田泽华早有心理准
备， 但是刚刚接手工作时， 他还是遭遇过一些小
尴尬， 一次， 田泽华要送一位视力残障的旅客到
站台。 行进的过程中， 他一边搀着旅客， 一边帮
旅客拿着行李， 口中还不断的提示着。 “但还是
考虑的不太周到。 走到一个台阶处时， 旅客的脚
踢到台阶上。” 田泽华回忆， 当时他的心都提到
嗓子眼。 “还算幸运， 他的脚没有碰伤。” 虽然

旅客并没有在意， 但是田泽华却记在心里。 “我就
和自己说， 以后还是要多考虑、 多观察。” 此后，
田泽华也给自己定下个小规矩， 只要遇到接送视力
残障的旅客， 一定要提示他们始终打开盲杖。

在北京站客运车间副主任、 素萍服务组带头人
李素萍的眼里， 这个 “帅小伙” 是个细心的男生。
在田泽华看来， 男性客运员服务更有力量和速度。
工作中， 他也在发挥着自己的小优势。 他时常像挎
包一样将轮椅挎到胳膊上， 到处跑着去接旅客， 胳
膊上始终是青的。 “一个班差不多能接送旅客50多
人， 一天下来至少跑十几公里。” 田泽华说。

“你是小田对不对， 又是你班啊。” 7月31日下
午6点半， 两位视力残障旅客走进素萍服务室， 他
们一下子听出了迎面接待的田泽华的声音……

虽然， 进入暑运更加忙碌， 但是田泽华和他的
同事们依然尽心尽力的服务着每位旅客。 他们的服
务， 也得到乘客的肯定。 去年暑运期间， 有位旅客
的家属中暑需要轮椅。 “她冲到服务室， 着急地说
要赶不上火车啦。” 这时， 田泽华立刻推轮椅去接
旅客。 一路上， 边安慰边护送旅客进站， 没耽误进
站。 一个月后， 旅客送来锦旗表示感谢， 这让田泽
华很感动， 感觉自己的工作得到肯定。

当您搭乘火车踏上旅途， 看着车窗外飞逝而
过的风景， 拿出水杯沏上了一杯清茶， 您是否想
过这水是从何而来吗？ 当您打开水龙头洗漱时，
您可知是谁为车厢注满了清水？ 他们就是 “上水
工”。 在北京铁路局北京西站上水车间有一群上
水工，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辛勤工作， 才换来了
人们旅途中的舒适。

烈日似火， 整个城市如同一个巨大的蒸笼，
室外的人们有种随时要被蒸熟、 烤熟的感觉。 而
在由钢轨、 水泥轨枕和砟石道组成的线路间， 除
了太阳的炙烤， 还有机车空调吹出的热风、 废
气， 更是热不可耐。 如果赶上临线也有列车， 那
狭窄空间里的温度能达到60℃以上。 上水工们常
常是因汗水湿透的衣衫经机车空调热风一吹就快
速变干， 不一会儿又被汗水浸透， 接着再被空调
风吹干……就在这样恶劣的天气条件下， 上水工
们轮番上阵， 只为了夏日里列车上的旅客能有水
喝、 有水用。

在北京西站， 上水工每天要为360余趟列车、
约6000节车厢上水。 在没有临时加车的日子里，
他们要作业的最早一列车是在早晨3点50分,最晚
的一列则在凌晨0点42分， 如果赶上春运加开列
车较多， 那就几乎是24小时 “连轴转” 了。 在狭
小的作业环境中， 他们每天要跑十几公里， 鞋子
往往穿了一个多月就会坏掉。 而且由于每辆列车
的停靠时间有限， 为保证在指定的时间内给列车
上满水， 让车辆能够正点发车， 他们的午饭往往

要到下午两三点才能吃上。
上水工李健说， 下午两三点钟是最难熬的， 太

阳像是在下 “火”、 赶上 “桑拿天” 就更别提了 。
记得他刚参加工作时也是夏天， 曾因为忍受不了烈
日的炙烤， 在上水过程中用水管里的凉水洗了把
脸、 冲了冲手臂， 结果回家后就感冒发烧了， 所以
现在不管天气多热， 他再也不敢用凉水冲凉了。

每次上水， 李健和同组的三名上水工都要从第
一节车厢开始， 一路走一路不断把皮管子插进列车
的注水口， 只见他们熟练地开闸、 加水， 等水加满
后再折回来拔掉皮管子。 完成一趟高铁列车的上水
作业后， 同组的三名上水工就会列队走出线路。 高
铁列车需要留一人在平交道处进行送车作业。 李健
左手拿着电台， 右手握着胶皮手套， 站立不动， 双
眼注视列车缓缓驶出车站。

白天是酷热暴晒， 水管直烫手， 汗水淋湿了衣
衫， 盐渍泛白了衣裤。 可夏天的夜晚也并不好过，
清凉下来了， 蚊虫跳蚤也开始活跃， 很多职工经常
被咬的一片一片的， 一个星期都好不了， 风油精、
清凉油的味道成了他们特殊的 “标记”。 地面回温
时还夹杂着各种难闻的味道， 工作时被列车飞溅出
来粪便溅到身上也是常事儿。 然而为保列车供水，
上水工们依然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