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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岁的挑山工

4月 25日上午 9点多，记者进入沁阳境内的神农山
景区，还没走多远，就看到了毋奇虎正挑着砖块上山。

这是一段崎岖的山路，还没有修水泥台阶，毋奇
虎用一根木杠将两包袋子兜着的砖块扛在肩上，吃力
地往山上走，黝黑的脸上爬满了汗珠，他的目的地是
几十米远的一处山坡。

“景区要在这里修一个蓄水池，水泥、砖块、水都
需要人工扛上来。”在中途休息的间隙，毋奇虎告诉记
者，他是沁阳市紫陵镇行口村的村民，今年 60岁，趁着
农闲来景区揽点活干，挣点“活钱”。

和毋奇虎一起干活的有三个同村的邻居，都是五
六十岁光景，但是干的活一点都不轻松，每背上去一
次东西，都得歇一会儿。

“我们这一天要挑很多趟，好在距离不算远，跟他
们没法比！”毋奇虎指着远处的山顶说，他们年纪大
了，干不动太重的活，一天挣一百多块钱。而一些比
他们更年轻一点的，有力气的，就扛着水泥往山顶
去。“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

连挑山工都佩服的“挑夫”到底是什么人呢？这
引起了我们更大的兴趣。

扁担上的日子

我们继续沿着神农山蜿蜒的山道向上走，刚走了
十几分钟，就感觉汗水开始往外冒，呼吸也急促起来。

神农山是一个国家 5A级风景旅游区，面积 102平
方公里，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因炎帝神农氏在这
里辨五谷、尝百草、设坛祭天，故而得名神农山。

神农山风景优美，但山体陡峭，最高峰紫金顶海
拔约有 1300多米。有关部门在修建景区时，为了不破
坏神农山的自然风貌，全部石料都从外地购买，所用
的石块等原材料不能直接用机械设备运输，全部靠人
工背扛，因此神农山“挑山工”也开始出现。

在神农山风景区，挑夫们仍然延续着人类最原始
的劳作状态——用体力来获取生存。从南天门至紫
金顶以陡峭闻名，徒步攀登的游客都会累得气喘吁
吁，而挑夫们肩上还扛着百十斤的担子。

在山底乘坐 1000多米长的索道到达南天门后，我
们向最高峰攀去，这是一段约 500 米的山路，尤为陡
峭，好几段山路几乎都是直上直下。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几个挑夫迎面走来，他
们的扁担两头挑着数十块砖，扁担很短。他们有着黝黑
的面庞，矮小的身材，厚实的胸膛，挺直的腰板儿，一根
两头包着铁皮的扁担斜在肩上。台阶太窄，他们也不能
把担子放下来歇息，只能一口气走到平坦的地方。就这
样，他们缓慢地向山上移动，一步一颤。

这是最艰难的一段路，挑夫们既要保持平衡又要一
鼓作气；这也是最危险的一段路，几百米的路程，落差近
400米，1000多个台阶，相当于 100层的高楼。挑夫们需
要高度集中精力，走不好会摔倒，滚落下去性命都难保。

挑夫们一般都很沉默，憋着一口气，斜着身子一
步一台阶，曲折向上。登一次山，他们走的路程比游
客多一倍。疲惫不堪的游客们仰视着挑夫矫健的背
影，投以赞叹的目光，他们是景区上另一道“景观”。

挑夫们休息的方式也很特殊，他们一般累得受不
了的时候才会把扛着的东西找地方放下，然后下山返
回，再去扛一袋东西，以接力的方式来运输，目的是把
空挑子走路当成休息。

趁着他们休息的时候，我走向前去和其中一位聊
了起来。他们都是周边村庄的村民。按他们的话说
是，靠山吃山，每天早上六七点就起床，将每天需要的
水泥和砖或者是水扛到最近的索道上，趁着游客还不
多的时候，将这些物资运输到半山腰的地方，然后再
步行将这些东西送到山顶去。

几乎每一趟都是一百多斤的东西，要么是一袋水泥，要
么是两桶水，或者是钢筋，都需要挑夫们一步一步挑上山。

目前在神农山挑往山峰的挑夫有六七个人，年龄
大多数都在 35至 45岁。年龄大的挑夫只能在山脚下
干点“轻活儿”。

“这种苦活，年轻人不愿意干，年龄大了干不了！”
干挑夫 6年多的老于说，他干这种苦力是没有办法，因
为没技术也没文化，只能凭着吃苦耐劳挣点辛苦钱。
他每天能挑两三趟，体力好点的最多四趟，每趟大概
能挣 70元左右。

充满希望的未来

对于挑山夫这个群体，很多人也许不会陌生。著
名作家冯骥才 1981 年创作的泰山见闻式散文《挑山
工》，曾先后选入全国高中语文课本、小学语文课本。

神农山上的挑夫与冯骥才笔下的挑山工非常相像。
60 岁的毋奇虎市目前神农山挑夫中年龄最大的

一位。多年的山村生活和劳累都刻在他的脸上，黝黑
的皮肤，深深的皱纹，浓重的汗味。

他告诉记者，来这里干苦力的之所以都是周围山
村的村民，因为交通不便，山村的收入有限，很多年轻
人都外出打工，而因为种种原因出不了远门的就只能
选择在门口的景区干这个挑夫的活。

中午 12点，挑夫们拿出自带的午饭，在山上就地
吃一点，很简单，有馒头，也有泡面，为了节省下山的
时间，他们一般都是短暂休息后继续干活。

在神农山，小到一瓶矿泉水，大到卫星信号传输
设备、缆车索道的大型工程建设，无不与挑夫们有
关。十多年前，景区建设的初期，也是挑夫们最繁忙
的时候，许多人上上下下穿梭在陡峭的盘道上。随着
风景区建设的逐步完善，尤其是缆车索道的建成，挑
夫们也少了很多，目前也只有很少的小工程需要他们
来干，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离开了。

挑夫老于说，他是因为家里太穷了，挑山，这是除干
农活之外唯一挣钱的门路。虽然很辛苦，但是能挣不少

钱，体力换取的微薄报酬让家里的生活一天天好了起
来。最初他还很安心，年轻人有用不完的劲，通过劳动
挣钱还很光荣。但随着眼下社会价值观的不断演变，老
于渐渐感到体力劳动是一件让人瞧不起的事情了。

实际上，在挑夫这个纯体力劳动的背后，渗透着
一个群体对于生活艰辛的承受和对未来的希冀。

我们下山时，老于也开始返回，去扛另一袋水泥。
一大群游客从山下上来，看到老于，都主动给他让路。

老于说，每天都有很多游客来登山游玩，到“五
一”节会更多，他明白有些人主动给他让路并不完全
出于真正的尊重，而是在躲避他身上的灰尘或者汗
味。然而，也有很多游客对于挑夫既尊重又同情，不
少来游玩的中学生，回去后写作文，都会将挑夫们的
生活和精神作为主题。

在老于的家，离这个景区几公里的地方，他已经
开始种桃树了。他用自己挑山挣来的钱买了十来亩
桃树苗，到明年就可以挂果收获了。

“明年我就不干了，守着桃园去！”老于说着，似乎
又来了精神，脚步有些轻盈。⑨7

神农山“挑夫”
□文／本报记者 尹海涛 图／本报通讯员 高 原

●这一群汉子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进山，或挑或背一百多斤的沙石，往返
两三趟，汗水挥洒在蜿蜒的山路上。

●他们每挑一趟约有 70元的报酬，这是他们家庭收入之一。
●“五一”节将至，旅游季节到来，让我们走进这个普通而又特殊的群体。

这是一份美丽的工作。
她们身着玫红色修身外套、白色衬衣、灰

斜条的一步裙、黑色的高跟鞋。每列高铁出
发前，这群苗条端庄的女乘务员都会拉着同
样的拉杆箱，列队整齐地走入等候在铁轨上
的高铁列车，开始出车准备，飒爽的英姿吸引
了无数乘客的目光。

这是一份高度紧张而又周密细致的工作。
她们每次都要例行巡视车厢，检查车内

设施设备：灭火器、破窗锤、列车食品、“红十
字”救护箱……

旅客放行后，她们笑迎来客、调整行李、
保持车厢通畅整洁……

列车行进中，她们全程站立或行走巡视自己
负责的车厢，时刻关注是否有旅客需要帮助……

所有这一切，是郑州客运段高铁一队的
姑娘们每次出乘时必须尽到的职责。“从郑州
到北京短短三个小时内，我需要不停地在车
厢内巡视，解决遇到的问题，等到折返郑州退
乘，我大概要走 30多公里的路程。”4月 18日，
26岁的京郑组列车长爨龙龙细声细语地说。

相对于列车长，每名列车员各自负责 4节
车厢，每趟车需要走 20多公里。行走的服务，
这是郑州客运段高铁一队强调的服务主旨。

时速近 300 公里的高铁上举手投足都要
仪态万方，要做到这一点并不简单。当乘客

们或休息或读书的时候，乘务员们正稳稳当
当地走在过道上，左右检视，时刻提供服务。

“我们穿着高跟鞋还要走得优雅，其实全靠双
脚使劲抓着地板。”23岁的列车长罗丹说。“一
天下来脚都肿了。”

“我们乘务员每个人的脚底板都有脚茧，
这都是职业病了。”另一名列车长赵雅冰说。

2012 年 10 月，郑州高铁东站正式运营，
郑州铁路局客运段高铁一队负责京郑、京武
等 5 条高铁线路的运乘。一队现有乘务员
178人，平均年龄 23岁，全部面向社会层层选
拔而来，均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她们行走在
高铁上，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高铁乘务员：美丽的行走
□本报记者 樊 霞 本报通讯员 史晓韵

●“看，比空姐还漂亮呢！”每天从郑州发往外地的高铁上，都有一群年轻的乘务员在
高铁列车上行走，微笑服务。

●“是啊，真是好看！”在艳羡、赞美声中，她们坚守的却是平凡而又辛苦的岗位，是既
需要优雅又需要极高责任心的阵地。

●五一前夕，我们走上高铁，走近这些和郑州高铁一起成长的美丽劳动者。

编者按：谁都可以感受得到吧，那斑斓五彩的生活，有多少劳动者的辛勤付出；谁都可以留意一下身边吧，这灿烂的岁月，又有
多少劳动者的汗水在浇灌。感谢每一位劳动者，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盎然生机。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之际，在花团锦簇的日
子里，我们送上真心的祝福，向劳动者致敬！

作为郑州铁路局第一批高铁乘务员，这些
出了大学校园就一脚踏进高铁队伍的姑娘多
是家里的娇娇女，从小被父母捧在手心，生活安
逸。但自从当上了乘务员，她们彻底变了。

乘务员曹冰的父母感到了女儿的变化，
以前女儿虽然懂事但并不会主动去做一些
家务。现在，曹冰看见家里一些地方不整
洁，甚至洗脸池有水滴都会顺手整理干净。
做事前她还会替家人先考虑，这让她的父母
感动不已。

田慧习惯了每次候车时站立在车门边，
笑迎步履匆匆的乘客。有次她和朋友在市区
逛街，看到一位老人追赶一辆公交车，她立刻
飞跑到公交车前门，等候帮助老人上车，这一
幕惊得她的朋友目瞪口呆。

东北姑娘王珊珊，自从 2012 年工作后就

再也没有回过家乡，“别人都是过年过节回家
看望自己的父母，而我妈妈却从东北黑河来
看我。”王珊珊说道。的确，在大家回家团聚
的节假日时期，都是铁路人最繁忙的时刻。
尤其春运期间临时增添车次多，客流量最大，
铁路人都在加班加点，怎么离得开？

珊珊无意中给了母亲惊喜。母亲发现珊
珊会照顾人了，会照顾自己，更会照顾别人、
帮助旅客。看到自己的孩子在一个要求严格
的环境氛围中工作，她很放心。为了不影响
女儿的工作，珊珊妈妈没有提前告诉姗姗，只
留下了一张字条就悄悄回家了。

这点点滴滴的变化，都伴随着高铁姑娘
们艰辛的付出。

由于高铁乘务交路的特殊性，通常情况
下，乘务员退乘之后会睡上一整天，最后一天

下午又要提前到车站备乘，实际能够利用的时
间只有一天。大部分姑娘家在外地，她们要么
合租一套房，要么会在退乘当天再乘车返家。
有一位乘务员家在焦作，每次晚上 10点多退
乘，她就会拉着行李箱直奔郑州火车站，乘坐
凌晨 3：50 的火车回到焦作。而在焦作火车
站，她的父亲每次都会风雨无阻等候着她。

实际上，平时队里也非常关注姑娘们的
情绪变化，及时化解或者帮助她们解决问题。

“我们提倡‘心式’管理，关心、体贴旅客
是乘务员的责任；理解、爱护、引导高铁姑娘
们成长是车队干部的责任，而不仅仅是规章
制度的约束。”李怀颖说：“我们相信，高铁姑
娘们在用高品质服务感动旅客的同时，旅客
们也会把这种正能量传递到四面八方，给更
多人带去温暖。”⑨10

“穿上这身制服，就意味着我们的职责与
担当。”一个年轻的乘务员在值乘日志上写
道。

“做一个优秀的乘务员，需要逆向思维，
如果是我在乘车，我需要什么样的服务？”高
铁一队党支部书记李怀颖跟年轻的乘务员谈
心时常常这么说。

一项调查显示，旅客对列车中途因故停
车、晚点情绪最大。“这个时候我们该做什么？”
乘务员应积极和有关方面沟通，询问列车何时
能走，并及时将消息传达给旅客，安抚旅客情
绪。在高铁一队的测试中，乘务员们都能应对

自如，“不要急，别担心，我就在您身边。”
这种演练令乘务员们迅速熟悉特殊情况

的处置。今年春节的一次大雪，导致列车大
面积晚点，但郑州客运段高铁一队负责的运
乘没有发生一例旅客情绪过激事件。

列车上无小事。一次，列车长沈琳值乘
的 G566次列车到达北京西站，一名来自开封
的大学生突然找到她，说自己的背包被别人
错拿了。他原本是到北京办理出国留学签
证，包丢了，怎么办？

了解到事情的原委，沈琳立刻用列车手
持终端交互系统查询到大学生相邻座位乘客

的信息，得知该乘客已在石家庄下车，她根据
下车旅客皮包里的资料，找到该旅客的单位，
又通过其同事联系到本人。电话接通以后，
对方惊喜地说：“我也正着急怎么找到我的皮
包呢。”看到自己办理签证的资料失而复得，
大学生感动得连声道谢。

类似的帮扶事情数不胜数。乘客感动的
笑脸温暖着年轻乘务员的心。“虽然值乘很辛
苦，但是看到有乘客下车之后又专门回身和
我道别，那种感动无以言表。”虽然是老资格
的列车长，但是沈琳依然感到这是对自己的
劳动最大的回报。

和普通列车的乘务员相比，高铁对乘务
员的个人素质、服务标准要求更高。

“高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工作方式，同
样，也改变了我们乘务人员的服务标准和范
围。”4 月 19 日，郑州客运段高铁一队队长屈
煜说。

高铁速度快，运行时间短，高铁乘务员也
有着独特的服务准则：全程“站立、微笑服
务”，保持车厢整洁有序，在任何情况下都要
注意旅客情绪，意外情况下必须做到镇静，应
对有序。

普通列车郑州到北京需要一夜时间，但
在高铁上，所有乘务工作被浓缩在短短三个

小时甚至两个半小时之内。
高铁速度快了，乘务员却要“慢下来”：说

话要轻声慢语，温柔体贴，同时要细心观察，
耐心行事；一个车厢巡视过去，左右、上下全
部都要顾及到。

新任列车长罗丹以前说话做事都是大大
咧咧、风风火火。可她自从登车之后，说话慢
了，走路也慢了。一年过去了，这种慢甚至改
变了罗丹的性格。原来穿着牛仔裤、板鞋快步
如飞的姑娘，现在变成了一进车厢就变为高雅
的化身。甚至她还主持了列车广播，播音声音
柔美。“慢下来，你的仪态才会优雅，你才会注
意到乘客或者车厢每个角落是否有异常。”

25岁的乘务员闫焕敏第一次独立负责 4
个车厢时，眼睛都不够使，看到左边漏了右
边，检查完车窗忘了查地板。“后来就慢慢适
应了，第一遍记住了 4项任务，第二遍再巡视
就记住了 6项，到最后眼睛不停，嘴里不忘提
醒乘客，同时还能伸手整理行李架。”从事事
要请示车长，到最后成为老练的乘务员，闫焕
敏只用了短短半年时间。

服务没有大小之分。从随手揩摸洗手池
上的水渍，到主动为老人端茶；从提醒家长注
意保护乱跑的小朋友，到为患病的乘客提供
特殊体贴的服务。在疾驰的高铁上，这群美
丽的乘务员们始终在忙碌。

和 高 铁 一 起 成 长

“ 我 就 在 您 身 边 ”

女汉子变成柔妹子

脚底板走出老茧子

疾驰的高
铁 上 ，乘 务 员
和列车长正为
小乘客提供贴
心的帮助。

史家民 摄
挑夫背负一百多斤的重物，一步步往山上走去。

途中小憩。

年龄大的挑夫只能在山脚下干点“轻活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