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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思远

距离二七机车公司不远的地方， 长辛店二七纪念
馆一如既往地安静， 接待着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 气
势恢宏的油画、 字字铿锵的传单、 曾挥舞在手中的月
牙斧……这些珍贵的展品， 在讲解员的讲解下， 似乎
还带有着革命洪流般汹涌的气息。 大厅正中央的油画
里， 把工具当成武器、 和当地人民一同与反动军阀战
斗的长辛店铁路工人目光如炬。 与此同时， 第一批为
了理想献出宝贵生命的工人先锋们也开始涌现。

留下时代印记的工人先锋

据史料记载， 1923年2月1日，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
立后， 副委员长史文彬回到长辛店后坚决带头执行全
路罢工命令， 于6日晚和吴祯等人被反动军阀逮捕。 次
日，在火神庙，向军警要人的两千多工人和家属遭到军
警的残酷枪杀和马队的践踏，造成了长辛店的“二七惨
案”。 在这起震惊中外的工人运动中，吴祯、 葛树贵等
烈士的牺牲， 也成为了长辛店工人自强不息的时代缩
影。 现在， 二人的遗骨长埋在长辛店公园内， 与纪念
馆遥望对应。 此后， 不管是在抗日战争中为军队修枪
修炮， 还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修路架桥， 二七工人都
将不怕牺牲的精神落实在了自己的行动中。

建国后， 为了让祖国实现工业化， 给社会主义建
设添砖加瓦， 被赋予新使命的二七人又将工厂变成了
培育工匠和铁人的摇篮。 在机车的蒸汽时代， 在机车
制造与维修方面攻克无数难题的 “机车大夫” 陈发，
作为全国劳动模范， 受到过毛主席、 周总理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在机车生产转型期， 扎根基层
不断钻研， 创造多项技术革新的实干家周达礼； 为北
京型内燃机车研发设计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
作者李鑫培； 亦或是不让须眉， 在新时期为公司生产
大功率电力机车、 大型工程养路机械等产品的工艺研
发披肝沥胆的女工程师李向秀……这些深耕在一线的
劳动模范， 是二七在每个时代 “求发展、 争荣誉、 做

奉献” 的新 “战士”， 更是把革命精神、 红色精神延
续到今天的广大二七工人的缩影。

不忘初心的工会情怀

1921年5月1日， 长辛店五一节庆祝大会在离北京
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铁路工人劳动补习学校不远的娘
娘宫举行， 会上同时宣布成立工会。 在优秀共产党员
和工人先锋的领导号召下， 工会开展了在工会会员中
清除工头的工作， 后又把工会的名称改组为工人俱乐
部，并以长辛店工会的名义出版了《工人周刊》，为那时
指导北方乃至全国的工人运动起到了很大指导作用。

在二七机车工厂外不远处， 有一处 “残垣断壁”，
正在被修缮维护， 这正是 “工人浴池” 的遗址。 每每
提起浴池， 为二七厂效力45年、 土生土长的长辛店人
赵学勤总是开口便夸 ： “那是工会为工人办的大好
事！” 据赵学勤回忆， 1931年， 这座铁路工人浴池由
“平汉铁路长辛店工会” 发起， 来自二七厂、 火车站、
工务段、 电务段、 机务段等单位的3000多名铁路工人，
每个人捐出两天的工资才建设起来。 “早年间公共浴
池很少， 工人洗澡经常去附近的小清河， 可冬天就难
办了。” 浴池的出现， 解决了数千人的难题。 在浴池
大门的影壁墙上， 浴池的建设者和筹资者的名字都被
刻在上面。 这些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也被尊为 “上宾”
享受当天入浴。 长辛店员工浴池的建设， 在京汉全路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起到了示范作用。 自此， 京汉路
沿线各分会相继建起了16个工人浴池。 工会会员出差、
出乘， 所到之处尽可免费洗浴， 京汉是一家， 处处都
是家。

由于无力承担运营成本， 2009年浴池停业， 当后
来浴池面临种种困难将被拆除之际， 丰台区文委令老
浴池留存的门楼及其影壁获得了文物身份， 并将被原
地加固、 挂牌保护。 在这之后， 离不开二七厂工会的
多方努力与奔走。 曾让几代职工免费沐浴， 如今为职

工留下念想， 工会做了能够做的一切。 而在面临产业
转型的时代关口， 二七机车工会仍在困难状况下努力
让每一名职工感受到 “家” 的温暖。

二七机车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
曹宏晏表示， 去年开始， 公司和工会在经营十分困难
的情况下， 还为职工办理了住院补充保险， 如果是大
病， 还会根据不同标准发放慰问金。 对于困难职工，
还会按季度发放米面粮油 ， 保障其生活基本需求 。
“2017年春节， 我们在发放慰问品时， 是按照去年登记
在册的职工安排的， 也就是说， 当时^不在这里上班的
职工也收到了礼物， 我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企业在
最困难时， 也没有忘记为二七做过贡献的人。”

赤诚奉献的黄金时代

长辛店二七纪念馆馆长、 二七机车公司工会干事
刘德华一家三代人都和二七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缘 。
“我的爷爷是劳动补习学校的老师， 教工人认字； 我
父亲1958年就进厂了， 在动力车间当管道工。” 据刘德
华回忆， 虽然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 但父辈的二七人
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时候的工人们对厂子是一片赤诚， 愿意为厂
子、 为国家建设付出自己的一切。” 他说， 那时候工
厂接到一周制造一万块铁道夹板的任务， 各个车间的
工人及家属搬起铺盖卷 ， 一窝蜂就赶去参加 “大会
战 ”。 管道哪里裂了开了 ， 都会争着抢着参加维修 。
而父亲的一次经历， 也让刘德华坚定了传承二七精神
的决心。 “我十岁那年， 父亲从管道工转为锅炉工 ，
有一次锅炉的安全阀崩开了一个， 如果堵住了气， 锅
炉随时都有爆炸危险。 父亲和同事冒着生命危险， 把
所有的安全阀门全部关闭了。” 刘德华表示， 父亲常
和他讲 ， 这工厂有历史有年代 ， 更有温度 ， 要好好
干。 “我当时不知道温度是啥意思， 后来才知道， 这
帮老工人之所以在厂子里心甘情愿地和机器零件打交

道钻技术， 是为了回馈当时二七对他们的恩情。”
除此之外， 工人的业余文化体育生活也是大家津

津乐道的内容之一。 “过去二七厂有自己的医院、 学
校， 就像是一个小城镇一样。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学校
搞文艺， 记得那时工厂每年都举办大型的游园会， 每
个车间都做一盏美轮美奂、 巨大的灯， 集中在二七体
育场内晚间办灯展， 白天很多职工和家属会在那里踩
高跷、 耍狮子、 舞龙。 每到下了班， 东方红饭馆和大
众浴池都会热热闹闹， 如同现在的茶馆。 工人坐在那
儿又聊又侃， 一时兴起还会唱段戏、 说段快板， 玩得
不亦乐乎。” 作为传统的体育项目， 广播操、 太极拳、
毽球一直延续到今天。 清晨， 人们总会看见二七机车
的工人们身穿统一的工作服， 用标准的动作展示老工
业文化传承下来的严谨与团结。 而二七厂的毽球队更
是英姿勃发， 在近些年的国家、 北京市的毽球比赛项
目中， 争得了无数荣誉。

大道无疆 不放弃每一名职工

在大形势下 ， 中车作为央企主动承担起社会责

任， 配合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作。 而作为传统制造业起
家的二七机车， 在2018年第一季度将停止所有制造业
生产， 也再一次站在了历史波澜的风口浪尖。 “这些
老厂房， 一栋也不拆， 保留原貌。” 在留住了这最后
的遗产后， 二七机车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马建勋望
着工厂宽阔的大道， 难免有些不舍。 这里的大道， 曾
是工人们下班后飞舞毽球的竞技场； 这里的一排排爬
山虎 ， 曾在初秋的斜阳下列成一道酒红色的 “墙 ”；
饱经沧桑的厂房已经变身文化产业园， 但工厂写满百
年风云的宣传栏和铿锵有力的奋斗标语等一些能够留
住 “二七” 灵魂的 “脏器”， 还在时刻提醒着路过的
每一个人， 告诉他们热火朝天赶零件的激情还在， 不
忘初心的革命精神还在……

马建勋说： “我对二七的感情用一个词形容就是
难舍难分。 我1985年进厂， 到现在足足待了32年。 那
时二七作为主型机车生产厂家 ， 以及主型铁路干线
‘客运任务’ 的主要生产者， 我心里是自豪的。 生活
在周边的人以进厂为荣， 这个厂子也养活了这个地区
的居民很多年。” 马建勋非常清楚地记得， 年轻时的
他看见老一辈技术人员工作， 手上总会拿着一个记得
密密麻麻的本子。 “那时不用说没有电脑， 连计算器

都不能做到每人一部， 唯一的办法就是用笔计算、 记
录。” 老一辈职工对工作岗位的热爱深深触动了马建
勋， 激励他不断钻研技术， 树立良好品德， 最终扛起
了带领二七在新时代探索的大旗。

随着改革开放和互联网行业兴起， 传统制造业走
向衰落， 加之环保压力， 厂子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
怀着对二七的深厚感情， 肩负着为职工造福的大任，
马建勋和领导班子在这些年积极探讨了无数关于
新产品研发、 市场开拓的方法， 使工厂能够在激烈的
竞争中谋得一席之地。 “二七作为一家有悠久红色历
史、 浓烈革命情怀、 优秀工人文化的单位， 看着职工
的收入上不去， 我特别难受。 厂子不愿意任何一名工
人下岗， 也不会放弃任何人， 这是二七的传统。 为了
让大家都有活儿干， 保证不整体下岗， 在这一年， 工
人们每星期只上四天班。” 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 二
七仍然在大型养路机械等产品上进行着研究与创新，
2013年的那台地铁打磨车， 二七人克服了经费紧张等
问题， 为国家节省了不少开支， 为国家再一次创造了
宝贵的财富。

百年沉浮始终跳动年轻脉搏

近日 ， 两本厚厚的书籍在经过反复研讨和编纂
后， 终于出版了。 《大道无疆》、 《岁月留痕》， 这两
部书， 让二七这位120岁的 “老人”， 把那些富有时代
感的 “芳华” 重新展示给不曾了解这段历史的人。 二
七机车也在建厂120周年之际， 为党和国家献上了珍贵
的历史礼物， 为产业工人历史、 铁路运输史画上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强国兴路， 铸梦京汉千里线” “技
革花开， 自力更生做贡献” …… 《大道无疆》 把无数
回忆融成文字 ， 简简单单一部书 ， 里面的故事沉甸
甸， 让历史的天平 “倾斜”。 而 《岁月留痕》 里， 是
黑白与彩色光影交织起来的无数光辉的瞬间。 党和国
家领导人视察一线工人支援战争前线， 游园会上的二
七人春光焕发 、 载歌载舞……张张照片都是岁月流
金， 叫人回味无穷。

走过120年， 除了这些正在远去的历史， 二七人的
梦想却并没有因此停滞。 他们没有固步自封， 沉浸在
过去的光辉里； 也没有因为眼前的困难而退缩。 在刚
刚结束的北京大工匠技能挑战赛焊工比赛当天， 虽然
燃气集团焊工、 全国劳模张海军等选手悉数在场， 可
一名高个子的年轻人还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作为
为数不多的优秀挑战者， 二七机车的 “90后” 焊工薛
礼亮在操作间手持焊枪像模像样 ， 一点不输给其他
人， 也获得了优异成绩。 代表着二七的形象， 薛礼亮
说： “厂子里老一辈的工人常给我讲过去那些工匠们
的故事， 有时候故事甚至带有传奇色彩， 听得我瞠目
结舌。 而我更多感受到的， 是二七人在任何时候都直
面困难的勇气， 我是厂里的年轻人， 也是新一代的二
七青年， 更应该把二七工人的优秀传统继承下来， 把
美好形象展示给首都人民。”

不久的将来， 二七机车将华丽转身， 承担起建设
城铁等新的历史任务， 薛礼亮等活跃在各车间一线的
年轻人， 已经坚定地站在了最前线， 重温百年前工人
们 “乘风破浪” 的时代转折。 而在聚集了无数产业工
人灵魂、 传统工业文明的长辛店地区， “二七精神”
也必将长久存在 ， 成为时代工人艰苦奋斗 、 不断创
新、 不忘初心的 “指南针”。

百百年年二二七七 芳芳华华不不息息

1898年， 京汉铁路开工建设， 长辛店， 京汉铁路的起点， 北京工业的摇篮。 我国北方铁路工人的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成
立， 中国产业工人第一次纪念 “五一” 劳动节在这里举行。 凭着修筑铁路的钢筋铁骨， 这里的铁路工人掀起过二七运动， 又
为实现工业化、 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屡建奇功。 新中国成立后， 自强不息的工人们在这里有了一个共同的家———二七。

时代选择了二七在近现代历史穿梭， 党和祖国赋予了二七特殊的使命， 在民族工业的发展道路上， 在中国铁路运输事业
建设上， 在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中， 在反抗侵略者的峥嵘岁月里， 在新中国机车车辆工业走向强大的光辉历程里， 二七人永远
都是滚滚历史车轮的排头兵。 而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 “担大任不畏艰难， 求发展奋斗不息” 的二七精神， 更是二七人
不变的信仰。

百年二七风雨 ， 今朝未见归期 。 每去长辛店二
七 ， 喝水用的总是老式的瓷杯 ， 吃饭总能尝到 “工
厂” 味道的花卷， 走在路上总感觉走回了 “团结奋斗
搞生产” 的美好年代。 这里的工人没了城市人脸上的
浮躁气息， 这里的风景伴着逐渐老去的建筑也未曾褪
色。 在此， 也感谢二七机车公司宣传部长杨忠华自相
识以来提供的每一份宝贵资料和每一次陪同讲解。

时代在发展， 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二七也站在了
改革的关口， 作为工人运动的起源地之一， 作为红色

历史的发祥地之一， 二七特有的历史文化和 “担大任
不畏艰难， 求发展奋斗不息” 的二七精神永远不会被
抹去。 处在时代路口， 年轻的二七工人们再一次准备
好， 将前辈们的奋斗史续写。 对于今天享受着祖国工
业发展带来幸福生活的我们来说， 那些战士、 劳模的
名字应该被记住， 那些可歌可泣的时代故事应该被传
唱， 那些工人精益求精、 脚踏实地的优秀品质， 在当
今强调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的时代， 应该珍视， 也应
该再发扬。

121健步走

1921年
5月1日， 长
辛店铁路工
人联合社会
各界在娘娘
宫前集会 ，
庆祝劳动节
并宣布成立
长辛店铁路
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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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职工为装甲兵讲解二七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