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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晶说，谈恋爱的时候，
只觉得谢长海豪爽。结婚后，
她发现，这个东北汉子豪爽之
外还有担当。

前年春运前后，罗晶的老
父亲生病住院了。“我工作忙，
只能出车前去医院看看。”提起
老父亲，罗晶心中内疚万分。

有一天，妈妈告诉她，“你

安心工作，长海天天都在医院
陪护，有他在我心里很踏实。”
罗晶说，谢长海懂医，在照顾
老人方面，比护工还专业。“邻
床的病友对我说，妈妈不止一
次地说，女婿比几个亲生的子
女都好。”

这些年来，罗晶只为谢长
海买过一份特别的礼物，一个

金吊牌。“说起来都不好意思，
那年他生日，我去商场给他买
了个项链，而我的生日，他每次
都记得，买蛋糕炒几个我爱吃
的菜。”罗晶说，由于工作繁忙，
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少，一家三
口最近的一次合影，还是2006
年拍的。“我盘算着，不忙的时
候带爷俩出去玩一趟。”

大河报纸报、新媒体、自媒体联盟等合力呈现的大型策划报道——“晒晒我们的结婚照”
系列活动，已于9月25日启动，欢迎读者参与。

参与方式：
1.拨打大河报新闻服务热线0371-96211，分享您要晒的结婚照故事；
2.发结婚照及相关故事介绍，至记者邮箱260292676@qq.com，并请留下个人联系方式；
3.将您要晒的结婚照，以及相关介绍说明，以私信的形式发给大河报官方微博；
4.关注大河报微信（微信公众号：dahebao19950801），加#晒晒我们的结婚照#话题，给大

河君发送图文消息。
活动时间：2015年9月18日—12月底
温馨提醒：所晒照片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权、名誉权、肖像权。

“我取得的荣誉，大多归功于他”
□记者 余淼

核心提示 | 9月27日，中秋佳节，举家团圆。48岁的郑州铁路局郑州客运段北京三队队长罗晶早早出门，身为列车长的她，将在新乡发往长
治北的6905次列车上与乘客共度节日。如若列车不晚点，晚上10点，爱人谢长海会来接她下班。这二十多年来，罗晶已经从列车员成长为
河南省人大代表、全国劳模，她已经记不得自己获得了多少荣誉，坐在爱人车座上看到的满月，却和刚结婚时一样“圆又亮”。

20多年来，罗晶从列车员做
到列车长。这位大家心中雷厉风
行的“素颜巾帼”，只拍过一套写
真，那就是“婚纱照”。

9月27日是中秋节，这一天
在郑州铁路局郑州客运段北京三
队队长罗晶眼里，和以往没什么
不同。吃完爱人谢长海为她准备
的早餐，她只用几分钟就完成了
洗漱，风风火火出了门。

上午10：52，新乡发往长治
北的6905次准点发车。车开了，
罗晶还是闲不住，与乘务员一同
打扫卫生，在各个车厢巡查，帮助
行李多的乘客找座位。

罗晶在铁路系统已经工作了
二十多年，汗水为她带来很多荣
誉，河南省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
范、郑州铁路局先进生产者。由
于整日一身铁路服，几乎没穿过

一件鲜亮的时装，大家称她“素颜
巾帼”。

下午 4:33，6905 次到达终
点站，然后它将开回新乡。罗晶
算了下时间，如果不晚点，晚上
10点左右能赶回去，爱人谢长海
可能会接她出站。从家到单位那
段路，有点黑，爱人不放心她一个
人走，也不让她排队打的或者坐
公交，这些年来，谢长海总是骑着
自己的“两个轮”接送她。

回去的路上，她回忆起一个
熟悉的片段，“我穿着白婚纱，坐
在影楼化妆，化妆师先涂粉底膏，
再描眼线涂睫毛膏，还给戴上项
链和耳环。”这是1991年她和爱
人结婚当天发生的事，俩人去影
楼拍了张结婚照。“要是再有人说
我不打扮，我就告诉他们，我化过
妆、拍过写真，就是时间有点远。”

“家里没盐了，你下班回来
捎一包。”
“你交代的事，我又忘了！”

罗晶说，若是厨房有记忆，
一定对隔三差五就出现在自家
灶台前的这段对话“烂熟于耳”。

“我一心扎在工作上，在家
里，基本只管吃饭，别的活都交
给了爱人。我取得的荣誉和成
绩，大多归功于他”。

当了二十多年“贤内助”的
谢长海说，自己其实从不指望

“罗车长”能完成自己布置的
“家庭作业”。“结婚时，只知道
她是个列车员，结婚后才知道，
越过节越往外跑，级别越高责
任越重，要第一个上车。”谢长
海说，这些年作为铁路职工家
属，他人在家里，心随着罗晶在
奔波。

罗晶说，每次她忘了爱人
交代的事，谢长海都无奈地摇
摇头，唠叨两句“公家的事跑得
比谁都快，自家的事却总是忘，

要是你们队长打电话，你肯定
不会忘。”

若是儿子谢坤凡在家，见
到这一幕，总会借机调侃两
句。“妈，爸对你哪是埋怨，分明
是心疼中带着小骄傲！”

谢坤凡说，妈妈长期在列
车上奔波，得了骨关节病的她，
去年甚至爬不上列车乘降梯。
做了手术，把骨关节内的半月
板切除了一半。每次提起妈妈
的腿，父亲都恨不得替她奔波。

从列车员成长为全国劳模，整日工装不离身的罗晶感恩爱人的付出

回忆“素颜巾帼”只拍过一套写真，就是“婚纱照”

罗晶一家三口最近的一次合影，是2006年
拍的。 图由受访者提供

罗晶和谢长海的婚纱照 图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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唠叨 公家的事跑得比谁都快，自家的事“总是忘”

感动 丈母娘说，“女婿比几个亲生的子女都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