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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寒之下的火车加水工

站台
“框”内，日行 20 公里有余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陈骏 实习生 张阳 文 记者 吴国强 摄影

上水

本报讯 2 月 10 日 13 点
11 分，随着一声长鸣，从深圳
西开往兰州的 K131 次列车带
着一身的风雪气息缓缓驶入郑
州火车站，它将在这里停留 20
分钟。
铁轨的另一侧，头顶棉帽，
戴着橡胶手套的火车给水工迅
速行动起来，抄起水管，插入注

水口，开阀，
拧上水管……一套
动作干净利落。
“没了水，
在火车
上就没了吃和喝，
想洗把脸都不
行。
”
给水员安坤告诉记者。
给水四班总领班安坤告诉
记者：
“这一节车厢里就有百十
位乘客，他们的用水就全靠一
个水箱，如果是长途坐车，没有
了水，那不是遭罪吗？
！”

上水完毕，
安坤将高压上水
管拔出注水口，只听“砰”的一
声，
水管中的水被强大水压冲得
四处飞溅，
安坤被溅了一身。
为了抢时间，安坤顾不上
擦掉身上的水，立即跑到下一
节车厢的注水口处查看上水情
况。短短二十分钟的列车停站
时间里，他们四人必须完成 13
号作业区里停靠的 17 节车厢
的给水作业。
一趟车跑下来，安坤的棉
袄和鞋子都湿了，
“ 这都不算
啥，天气更冷些的时候，火车水
箱的注水口都会被冻上，我们
还得拿工具先敲开外面的冰
块，再捅开注水道才能开始加
水”，安坤拿着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 T 形除冰工具向记者
示范。
一趟车给水完毕之后，信
号楼告诉安坤的班组，相邻的
11 号作业区在 10 分钟之后将
有列车进站，需要补水作业。
“我们班组负责 7 个作业区，也

气象站的工作人员

连续三年在嵩山上过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刘瑞朝 通讯员 蔡冠杰

本报讯 雪落嵩山，嵩山
白头。
海拔 1178.4 米的跑马岭
山岭之上，已然是雪白一片。
作为河南省唯一一个高山国
家基准气象站，
嵩山气象站已
经陷落在一片雪海之中。
山底下两三级的北风，
到这里加大到五六级。气温
虽 不 太 低 ，但 也 落 到
了-8.8℃。和夜间比起来，这
样的气温，
已经算高的了。
今年 26 岁的蔡冠杰，一
直在关注着降雪的进展，一
趟又一趟地跑到观测场内。
不仅要持续观测雪量雪深，
还要检查仪器是否被冰雪和
低温冻坏。
“气温较低的情况下，仪
器工作有时会不稳定，可能
出现停止工作的情况，这时
候就需要重启机器。”蔡冠杰
说，这样的天气条件下，自来
水管已经上冻，他们解决用
水问题就采取了较为原始的
方式，从不远处的地窖内一
桶一桶向站内担水。
气象观测站内，十多米
高的风塔，孤高而显眼。风
塔之内，装有风向传感器和
风速传感器。冰雪天里，传
感器已经上冻，他和另外一
位值班人员申呈霖不得不冒
险登塔。
“风塔越是结冰，我们越
要上去，去检查设备，去重启
仪器。传感器冻死不转动，
将直接造成风向风速数据的

文图

缺 失 。”蔡冠杰说，上冻的时
候，
梯子比较滑，
徒手攀爬，
很
是危险。垂直梯子，
在一侧塔
壁，每一个阶梯上，都被冰雪
裹住，往往每上一个阶梯，就
要把上面一级的冰雪敲掉之
后，
才能继续往上攀爬。
虽然气象站的海拔高度
不算太大，但从山底到山顶，
最快也需要一两个小时。他
们值班的时候，日常的补给
一般靠挑山工运输上来。一
旦遇上下雪，不仅山路变得
湿滑，危险重重，不能再上山
或下山，日常的补给，也直接
受到了影响。蔡冠杰说，幸
亏院子里种的有萝卜白菜，
补给跟不上来的时候，靠着
这 些 蔬 菜 ，还 能 将 就 几 天 。
不过，遇到连续风雪天，他们
也只有自求多福了。
虽然下雪，但例行的工
作计划，
还是要照常进行。每
到整点，
他们都要到观测场内
进行巡视。8 时、11 时、14 时、
17 时、20 时，他们还需要现场
人工观测发报。而风塔，
他们
还要随时关注有无上冻，
出现
上冻情况，
他们仍需要毫不犹
豫地再次攀爬上去。
这样的生活节奏，他们
早已经习惯，他们也深知在
这个高山气候站上坚守的意
义所在。蔡冠杰说，作为河
南省唯一一个国家高山基准
气候站，将作为气象部门天
气预报的重要依据。而更重
要的是，它们将作为研究气

就是 7 条轨道，现在又是春运
据了解，一列火车的长度
时间，加开的车辆比较多，所以
是 400~600 米，像安坤这样的
一天 12 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基
给水员每天要在这个距离上抱
本都得在外面。
”安坤说。
着十多米的水管跑 30 个来回，
穿过安全通道到达新作业
虽然活动区域超不过站台这个
区之后，记者注意到安坤湿了 “框”，但每天的总里程数却有
的鞋子表面已经结上了一层白
着二十多公里，一个月下来，便
白的冰凌，
“ 其实也还好，我们
相当于跑了十几个马拉松。
每个人都备有两双鞋子，换下
在水井旁边，
记者看到因为
户外的严寒，
水管外面已经结上
来的湿鞋子就用值班室里电暖
了一层
“冰壳”
，
从上水开始到结
器烤一会，不过确实没时间跑
束只有不到 10 分钟，可给水员
回去，多跑跑脚就暖和了。”安
每天都要经历这样的严寒。
坤的同事说。
安坤告诉记者，每天的 13
春运开始后，郑州站平均
时 30 分至 15 时 30 分和凌晨 0
每天有 360 趟左右的列车进出
时至 4 时两个时段内列车比较
站，也就是说给水班组每天得
集中，上水工几乎两三个小时
为 6000 节车厢加水，平均每一
都要站在室外、不停歇地为列
名给水员在每天的工作时间里
车上水。
要完成 120 节车厢，近 130 吨
“春运忙时，我们在寒冷的
的上水量。
户外一干就是四五个小时，往
记者拿起用来上水的水管
试了试，一根水管就有着近 30 往是这趟车刚走，下趟车就来
了 。 不 能 上 厕 所 ，也 不 能 喝
斤的重量。
“这个管子可真的不
水。
”安坤说。
轻，里面缠有钢丝，耐高温耐高
压还防冻。
”安坤说。

郑州巡防队员
上路扫雪
让居民安全出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岚

登塔

候变迁的一手资料，参与到
国际的信息交流当中去。嵩
山气象站，所反映的不仅是
一时一地的气候，更是我省
整个西部山区的气象特征。
这已经是蔡冠杰连续三
年在嵩山之巅度过春节了。
在这里过年，绝大多数时候
气温都在零下，夜里能低至
零下十几摄氏度。除夕当
晚，他们用了一种很难忘的
方式来辞旧迎新。
当天晚上，观测场内的
能见度传感器数据出现异
常。异常情况持续了两个多
小时，他们从晚上八点多开
始维修。参与维修的人员，
还有副站长刘伟斌。仪器修
好之后，他们长舒了一口气，
站在山顶，望着山脚下登封
城区的万家灯火，还有远处
喜庆的烟花，凛冽的寒风将
鞭炮声阵阵送来，仿佛给他
们庆祝胜利一般。

本报讯 2 月 10 日一早，
一场大雪让郑州银装素裹，
在给市民带来浪漫和欢乐的
同时，也给大家的出行和串
亲戚造成了不便。为了让辖
区居民安全出行，今天一大
早，中原区建设路办事处巡
防中队、金水区经八路办事
处巡防中队等十余个中队的
数百名队员走上街头，开始
清扫辖区门口以及人行道、
路边的积雪。
早上 7 时，在建设路与
桐柏路交叉口附近，宋俊林
带领队员们正热火朝天地清
除路面上的积雪。此时，雪
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由于
天气寒冷，路面上一些积雪
已经上冻，十分难清理。人
行道上已经被踩得溜滑的积
雪，对于出行的人们来说很
不安全。为此，队员们分成

扫雪

文图

两组，一组在前铲雪，另一组
在后面用扫帚清扫。队员们
的脸和手不一会儿就被冻得
通红了，但他们一个个依然
干劲十足。
在国棉四厂家属院内，
棉纺路办事处四厂东社区书
记张防震带领工作人员和巡
防队员清理着路上的积雪和
垃圾，确保市民安全通行和
节后正常上班。
上午 10 时，在金水路、
经 八 路、纬 五 路 等 路 段 ，金
水区经八路办事处巡防中
队正在积极配合社区工作
人员上街清理积雪。巡防
队员与社区工作人员用铁
锨、扫把，忙碌一个多小时，
将道路两侧的积雪清理干
净，保障了骑电动车市民正
常通行，受到过往市民一致
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