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运进行时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肖祖华

2月4日，记者驱车100余公里，探访正在建
设中的怀邵衡铁路。眼下，中国铁建电气化局怀
邵衡铁路项目指挥部正在全线组织大施工。

设计时速200至250公里的怀邵衡铁路，全
长318公里，犹如一条钢铁巨龙，串起湘西、湘中
和湘南，对接大西南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

“高速铁路这条巨龙，如果说前期完成的
路基、钢轨是躯干、骨骼，那我们做的通信、信

号、电力、电气化‘四电’集成工程就是给它配上
血肉、神经和大脑，让巨龙活起来、飞起来。”项
目指挥长黄国胜说，“为确保铁路今年顺利竣工
通车，我们和时间赛跑，正在加班加点施工。”

一场南方少见的雨雪冰冻天气过后，天空
放晴。但是，野外寒风阵阵，刮在脸上仍觉很
痛。

衡阳县栏垅乡，怀邵衡铁路项目部二分部
接触网施工现场， 队长王金鹏带着6名员工在
架设线路。

寒风中，记者抬头问在空中作业的两位工

人：“师傅们冷不冷？” 一位师傅说：“开始有些
冷，做起事来就不觉得冷了。”

王金鹏告诉记者， 野外作业挺辛苦的。他
们早上7时上工，要干到下午5时多，吃饭也在
工地上解决。

王金鹏家在河南。他的施工队负责63公里
路段、129个锚段，任务重。目前已完成105个
锚段的立杆、装腕和放线。他表示，就是干到大
年三十，也要做完所有锚段，绝不影响指挥部
整体施工。

告别王金鹏， 记者来到5号中继站建设现
场。机房内，七八名工人在忙碌着。一排排设
备、一根根电缆和电线，布置、排列得整齐又漂
亮。

在场的项目指挥部负责人王戈辉介绍，项
目部对电缆等材料实行模块化拼装、工厂化生
产，拿到现场安好即可。不像以前，电缆满地
走，显得很凌乱。

王戈辉是一名“老铁路”，衡阳市人。他说：
“我们的目标是铸精品，创国优，把怀邵衡铁路
的‘四电’集成工程打造成铁路总公司标准化
工程。”

王戈辉带记者去参观已完工的28号基站。
站内线路布置同样整齐划一，通信设备使用国
内最先进的产品，电子监控全方位覆盖，每个
设备包括屋外的铁塔上都贴有二维码。项目部
副经理陈克伟用手机给记者示范， 一扫码，设
备信息、施工流程、施工人员、维护保养要求等
一一呈现。

为保证工程质量、提高施工效率，项目部
大力推行设备工厂化装配。在项目部设在邵东
县火厂坪镇的一个标准化预配车间内，20名
工人分成2组，在熟练有序地作业。他们每天能
装配高质量腕臂170余套、 吊弦1000余根。车
间墙壁上，“精确做、精致产、精心管”9个大字
引人注目。

目前， 怀邵衡铁路施工已进入攻坚阶段。
王戈辉表示， 电气化局全线安排员工2500余
人，春节期间不休假，连续作战，确保今年4月
底前达到静态验收条件，6月底达到联调联试
条件，年底前开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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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婷婷 记者 李志林

2月6日上午， 记者来到楚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铆焊车间，正好碰上“湖南省百优工
匠”（焊工）廖金在使用氩弧焊机作业。10多分
钟工夫， 冻干机上的一个阀门零件便焊接好
了。

“年底忙吗？”眼看他不歇气就要焊下一
个，记者抓紧问。

廖金起身拿起桌上一沓设计图纸， 告诉
记者，最近他一天能接到几十张图纸，根据每
张图纸， 要生产十几个到数十个不等的零部
件。

“得加紧完成任务，才好回家过年啊！”
“公司现在是生产忙、发货忙、客户考察

忙。”楚天科技副总裁曾和清带着记者在车间
转悠，手机响个不停。

曾和清介绍， 楚天科技过去以制造单体
设备为主，一个订单最多也就一两千万元；现
在，公司面对客户需求，逐渐转变为提供整体
化解决方案，单个订单额通常就过亿元。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 制药装备行业已不
能只满足于把单机做好做精， 必须根据药企
的需求，进行全方位设计，为客户提供整体化
的解决方案。

楚天科技作为我国制药装备制造的领军
企业，早早嗅到了市场的风向。

经过多年研发和应用， 楚天科技在药剂
高效分装成套装备及产业化项目上取得重大
突破， 获得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

奖， 该项目打破了国际制药装备巨头的技术
垄断，在药瓶碎瓶率、异物检测精度和生产速
度等多方面均具有突破性优势， 总体技术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楚天科技灯检机（视觉系统）产品线总监
李姝洁把记者带到车间一台正在调试的新机
器旁。她介绍，这就是他们团队花费了3年时
间研发制造的X射线异物检测机。检测装备是
药剂高效分装成套装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机器的主控屏幕上，记者看到，瓶内任
何的小状况，都难逃它的“火眼金睛”。李姝洁
介绍，这台X射线异物检测机在国际上首次实
现了对悬浊液、 粉体类等药剂内部微细异物
的在线检测。去年11月，在全国制药机械博览
会上一推出，市场反响就非常好。意大利的大
型制药设备厂家马上跟踪而来， 打探技术细
节，寻求合作。

楚天科技的医药设备制造离不了廖金这
样的“工匠”，他们制作的每一个零件直接关
系到设备质量的好坏；同时，楚天科技积极投
身医药装备制造智能化浪潮。 除升级医药装
备智能化水平外， 还在加紧提升企业医药装
备制造的智能化。记者看到，逾3万平方米的
医药装备智能化制造工厂， 正紧锣密鼓建设
中，数字化车间、自动化仓储物流的智能化程
度令人大开眼界。这个今年将投产的项目，在
大多数生产环节上将实现智能化制造。

曾和清告诉记者， 楚天科技2017年度的
新增订单额比2016年度增长了70%多。“上个
月最忙的时候，一天发货26车。”曾和清说，仅
今年1月份，楚天科技项目部就接待了国内外
25批客户对产品验收。

“生产忙、发货忙、客户考察忙”
———楚天科技医药装备项目建设见闻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唐小平 徐媛 向芳彬

今年春运以来，铁路“春运神曲”、热
播短片故事原型、 传递爱心的热门帖文
相继在网络朋友圈上“刷屏”。

记者从广铁集团了解到， 这些“霸
屏”朋友圈的铁路故事，都有来自湖南的
铁路人。

90后自创短视频，“霸屏”
成为“春运神曲”

“其实火柴火机只能带两个，摩丝发
胶也有它的极限。”

“想携带你的宠物乘车却不能如愿，
因为列车禁止一切家禽活物出现。”

……
这首改编自热门流行歌曲的短视频

《出行简单点》，片长4分38秒，用诙谐的
语言， 声情并茂地解答了旅客在安检过
程中常遇到的注意事项。

1月31日15时许，《出行简单点》经
“广州铁路”微信公众号推出后，网友纷
纷跟评：

“改编得超有意思，寓教于乐，疯狂
打CALL！”

“诙谐幽默的方式告诉我们坐火车
携带品的干货，暖心又贴心！”

春运以来，该短视频持续“霸屏”，登
上网络热搜榜，被网友誉为“春运神曲”。

广铁集团介绍，该短视频主创团队
为株洲火车站的12名90后职工。 他们
在工作中发现，常常有旅客对“哪些物
品不能携带上火车” 等安检常识不知
情，带来许多出行不便。他们决定拍摄
该视频，普及安检知识，让旅客出行简
单点。

旅客刘娟娟称：“以前还真不清楚散
装白酒、宠物家禽、摩丝发胶、菜刀钝器
等物品不能带进火车站。看了这个视频，
长了见识。”

名导短片人物原型，“演绎”
铁路人的日常

2月1日，知名导演陈可辛导演的“催
泪”短片《三分钟》，一经发布，立即戳中
了普罗大众柔软的心。

该短片讲述了一位铁路客运员利
用列车停站3分钟的间隙，与儿子见面
的感人故事。

据广铁集团介绍， 来自湖南衡阳的
客运员刘钟，就是短片中客运员的原型。

在拍摄前， 该短片副导演来广铁集
团对此进行求证。

去年春节期间， 刘钟值乘深圳到乌
鲁木齐的列车，套跑临客，大半个月回不
了一次衡阳老家。 期间， 刘钟与丈夫相
约，列车在衡阳站停车4分钟，带孩子来
站台看一眼。该故事在网上广泛传播。

今年春运开始后， 刘钟要套跑广州
东到岳阳、 广州东到衡阳的两趟临客列
车， 再值乘一次往返历时5天的正班车。
与往年一样， 她利用停车间隙在站台与
儿子见面。

2月4日， 刘钟和儿子在衡阳站短暂
地见上了一面。

广铁集团介绍，春运期间，为了千万
旅客回家团圆，“刘钟的故事” 每天都在
全国数以万计的铁路职工中“上演”。

对于刘钟的工作， 丈夫陈威给予了
最大支持：“只要她自己觉得充实， 我们
都会支持她。”

一次网络订餐，一场爱心
“接力”

2月2日，一篇名为《母亲坐高铁忘带
手机，儿子订餐传话：妈别怕》的帖子在
朋友圈里热传。

2日，旅客田女士从深圳北乘坐高铁
G1022次去岳阳东。 由于田女士忘带手
机，她的儿子王先生无法联系上妈妈。

情急之下， 王先生通过高铁订餐平
台预订了一份湖南特产， 并在留言中附
带了一个小请求： 请商家在送特产时顺
便送上一张小纸条，写有“妈妈你别怕，
有人来接您！”

暖心之举感动了送餐的商家。 这位
商家将王先生的订餐信息发在自己的微
信朋友圈， 很快就被广州动车餐饮公司
的付雪梅看到。

付雪梅立刻联系长沙南站送餐点，
安排餐车乘务人员按王先生的要求写好
小纸条，并请列车长交给其母亲。

送餐商家不仅为田女士送上了所订
特产，还加送了水和面包。工作人员还特
意将留言纸条用大号字体打印出来，送
到田女士手中。

就这样， 一份承载着孝心和温暖的
订餐，就像“接力棒”一样在高铁列车传
递，又在朋友圈中继续感动你我……

这些铁路故事，
在朋友圈“刷屏”

� � � � 湖南日报 2月 6日讯 （记者 邹靖
方 ） 今天， 湖南省“尊法守法·携手筑
梦” 公益法律服务暨“情满旅途·温暖
同行”送温暖送文化活动在长沙火车南
站启动。活动邀请了律师志愿者和书法
艺术家现场为一线职工和农民工提供
法律咨询、赠送春联，送上法律和文化
“大餐”，让春运旅途充满亲情，更加温
暖。

此次活动由省总工会联合省司法
厅、省律师协会举办。活动现场设置了法
律咨询台，提供劳动合同、工资社保、工
伤赔偿、交通事故、民间借贷、房产和宅
基地、女职工权益保护、婚姻家庭、法律

援助、工会法等10个专题的法律咨询，并
发放《“尊法守法 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
公益法律服务手册》《十九大精神读本》
《新市民百问百答》 等法规政策宣传读
本， 开展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维护情况
问卷调研。

省总工会把“送万福、进万家”书法
志愿公益活动送到生产一线。 省书法院
副院长倪文华等知名书法艺术家， 为长
沙火车南站一线职工和农民工送春联、
福字。同时，省总工会还向春运期间坚守
工作岗位的高铁一线职工和农民工代表
发放了慰问物资， 并看望慰问了劳模和
困难职工。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徐敏

在一排排行李架上整理存在安全隐
患的行李， 在车厢间的连接处检查卫生
间的卫生……2月3日， 在长沙开往成都
的G2161次高铁上， “乘务员” 余依晴
正在车厢间来回穿梭， 有条不紊地忙
碌。 其实， 她是春运线上的一名“新
兵”。

余依晴是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
运管学院高乘班大二的学生。 此次春
运， 她与58位同学经过一系列严格的职
业技能与岗前培训， 成为了一名“准动
姐”， 担负着与高铁乘务员同样的工作，
为旅客提供服务。 “说不累是假的。 每
次上完班下了车， 腿都跟灌了铅一样，
走不动了。” 余依晴说。

这趟列车运行时长来回达16个小
时。 正值春运客流量大， 增加了厕所、
洗手池 、 热水间的使用
率， 也让余依晴的工作压
力陡增。 按照高铁的卫生
标准， 每10分钟， 余依晴
就要在4节车厢来回巡视
一遍、 巡视一次厕所。 换
算下来， 16个小时的旅
途， 她要进出厕所192次。
“随随便便走就是2万步，
朋友圈的运动封面我经常
霸占。” 余依晴笑着说。

列车上的另一名“乘

务员” 陶广， 是余依晴的同学， 1.78米
的大男孩， 做起事来耐心细致。 “专业
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不一样， 职业
素养很好， 本来我担心带两名学生上车
会压力大， 没想到他们很给力。” 列车
长竖起了大拇指。

据介绍， 作为主要服务于铁路与轨
道交通行业的湖南铁道职院， 每年在春
运期间， 广州铁路局、 南昌铁路局所属
34个站段都向该校发函邀请一批优秀的
学生前往春运一线。 最多的一次， 人数
上千名。 此次春运， 湖南铁道职院参加
春运的师生有600余名。

“通过开展春运社会实践， 使学生
们走上岗位， 走进社会， 学到在学校、
课堂、 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同时， 也
是产教融合的一个新方式， 让企业方成
为育人的一个主体， 共同培养学生的职
业素养和能力。” 校长方小斌说。

让春运旅途充满亲情
省总工会开展公益法律服务活动

春运线上“新兵”给力

� � � � 2月4日，怀邵衡铁路衡阳县栏垅乡段电气化施工现场，工人
在进行接触网施工。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摄

� � � � 2月1日，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人在现场交流探讨，确保每一道工序准确无误。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福华 伍致健

“养殖合作社‘寄养’的土猪让我摘掉了贫
困帽子！”2月初， 永州市金洞管理区金洞镇欧
菜河村村民唐冬发高兴地告诉记者。2017年，
唐冬发从金洞管理区海捷运土猪养殖专业合
作社领回8头土猪进行养殖， 出栏后再交给合
作社，纯收入达1.3万元。

在金洞管理区，像唐冬发这样依托海捷运
合作社养殖土猪而脱贫的贫困户有300多户。

创办海捷运合作社的是金洞管理区金洞镇大
同村村民张建平。

2016年，办了运输公司的张建平在与客户
交流中，得知以前农村喂食猪草、米糠等粗饲
料的土猪供不应求，售价也高，就动了心思。他
想， 家乡金洞管理区田野里猪草随处可见，要
是让不能外出打工的贫困户喂养土猪，不但可
以帮助大家脱贫，还能做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
产业。

想干就干，张建平返乡成立海捷运土猪养殖
专业合作社，采取向村民提供仔猪和粗饲料米糠

等、统一防疫、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土猪“寄养”模
式，并承诺：如果土猪在养殖过程中病死，损失由
合作社承担。养殖户要做的，仅仅是在技术员指
导下，每天按比例配比喂食猪草、米糠，养殖周期
达8到10个月，再由合作社收回土猪。

“一开始，我不敢相信有这么好的事，持观望
态度。”金洞镇大同村贫困户张秋娥说，她后来抱
着试试看的心理， 成为最早养殖土猪的3户贫困
户之一。几个月后，张秋娥将养大的3头土猪交到
合作社，纯收入6000元。

随着土猪“寄养”数量日益增多，张建平建起
了肉品加工厂。然而，去年4月，张建平的肉品加
工厂被一把火烧光，直接损失400多万元。惋惜
之余，张建平重新选址建厂，引进仔猪……两个
月后，再次建起了新厂房，还新发展了养殖户。到
目前， 合作社带动金洞管理区及周边近2000户
村民领养土猪。

土猪“寄养”脱贫快
精准扶贫在三湘

走基层
———项目建设正红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