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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童谣、采野花、在田埂上疯跑。9 岁女孩黄诗韵是中国
700 万农村留守儿童之一，她的父母背井离乡，辗转沿海多地
打工，留下两个女儿给年迈的奶奶照顾。今年，奶奶要带着孩
子到福州和父母一起过年。

23 日，记者来到四川省隆昌市黄家镇木匠冲村，跟随祖
孙三人踏上逆向春运之旅。

留守的童年

“你要去哪里啊？”姐姐黄诗韵握着农用三轮车上的方向
把，转过头问坐在拖斗里的妹妹黄嘉韵。

“去福建。”
“去福建干什么？”
“去看爸爸妈妈。”
“突突突，开车了！”
快过年了，姐妹俩每天都玩这个游戏。她们把心愿带进了

游戏。
姐姐单眼皮、小酒窝，妹妹小圆脸、大眼睛，见到陌生人

来，姐妹俩一人一边挂住奶奶的手臂。
黄诗韵的家是紧邻县道的一栋砖混二层楼房，祖孙三人

睡在一楼，父母的卧室在二楼。虽然父母常年不在家，房间也
收拾得整整齐齐。

黄诗韵和妹妹一直都是奶奶彭著兰照顾，跟着在外打工
的父母四处漂泊。4 年前，外曾祖父身体不好，奶奶回老家照
顾，把两个孙女也带了回来。

每年，小姐妹俩最期盼的就是放寒暑假，这时，她们就能
见到爸爸妈妈了。

黄诗韵今年 3 年级，妹妹 2 年级，就读于家对面的黄家镇
文星小学。除了学校，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就是姐妹俩生活的
全部。只有在周末，奶奶偶尔带着孙女们到镇上买日用品，这
是她们最开心的日子。

“家里不好玩，想爸爸妈妈回来。”黄诗韵说。
记者问：“想他们的时候怎么办呢？”
“想的时候就去楼上爸爸妈妈房间玩，因为这样就像能见

到他们一样。”小诗韵的声音低了下来。
黄诗韵说，特别想他们的时候，就会打电话。“爸爸妈妈每

次都说，要听奶奶的话，好好学习，一定要考第一名。我都做到
了。”

在一楼厅房里，右边墙上是姐姐的 19 张奖状，左边墙上
是妹妹的 8 张奖状。

农忙时，姐妹俩还会帮奶奶洗衣做饭、养鸡养鸭、下地挖
红薯，这让 66 岁的奶奶感到很“舒坦”。“我带她们两个，比别
人带一个还轻松。”

虽然下午才出发，一大早，两姐妹就收拾好了自己的行
李。在洗得发白的牛仔包里，奶奶装进了农家自产的红薯粉、
笋干、萝卜条，还有儿子最爱的四川小吃红豆腐。

“妈妈，我想你了！”

下午四点，她们出发了，车子驶出村口，不远处的学校屋
顶上，“知识改变命运，学习成就未来”几个字格外醒目。

高铁的发展大大缩短了中国人的时空距离，但从川东农
村到东南沿海的工厂，仍需一番周折。祖孙三人要先坐车到隆
昌城区，换大巴到重庆，住一晚后，次日一早乘坐高铁 G1755
于当晚到福州南站。

虽然车厢内少有乘客，姐妹俩还是很快找到了玩伴，他们
大多是去沿海地区，和在异乡打工的父母一起过年的“小候
鸟”。由福州客运段值乘的这趟列车，给孩子们送来了福袋等
小礼物，还提供了儿童绘本。

黄诗韵当起了小老师，给小伙伴讲绘本上的故事。玩累
了，她拿着平板电脑对着车窗外拍照，说要给爸爸看沿途的风
景。

闷热的车厢内，孩子们小脸憋得通红，打盹醒来，睡眼
惺忪的妹妹躺在座椅上，听姐姐讲绘本《做个懂事的好孩
子》。

妹妹个子小，上学早，父母怕她跟不上，就买了一个小黑
板，让姐姐教她。姐姐责任心很强，每个假期，她都把下一学期
的内容先教给妹妹。

“有时候也用楼上房间的电脑教她，有图片她才肯学。”黄
诗韵说。

要见到爸妈了，奶奶给姐姐扎好了马尾辫，又给妹妹盘好
了头。

晚上 8 点，列车抵达福州南站，兴奋的黄诗韵向早已等
在出站口的妈妈王丽跑去，“妈妈，我想你了！”

爸爸也一把抱起了妹妹，不停地亲吻她的脸。
又坐了一个小时的车，一家人终于到了他们在异乡的

“家”：福清祥兴箱包厂宿舍区一间 20 来平方米的房间。

人常聚，家长在

一张床，一张沙发，一个简易衣柜，以及一个用瓷砖搭
建的饭桌，就是爸爸黄浩然给孩子们的“新家”了。常年不在
孩子身边，这位川东汉子满心愧疚。

“回老家，我只是一个会讲本地话的外乡人。”
黄浩然 14 岁就外出打工，2003 年认识了妻子。夫妻俩

在广州经营过药店，也开过小作坊做女包。这两年他们辗转
到了福清，又进了箱包厂打工。

他说，半生飘零，起起落落，吃的就是没有文化的亏，所
以他最在意的就是孩子的学习。“但我也不敢逼她，怕她心
里有压力。”

小诗韵是个懂事的孩子，中午时分，黄诗韵领着妹妹到
工厂门口，等父母下班。“爸爸妈妈很辛苦，我要好好读书，

上好的大学，让他们的生活轻松一些。”
她最大的心愿，是一家人一直生活在一起。每年与父母短暂

的相聚，是她最珍惜的时光。
黄浩然也想过把孩子带在身边。“我们一直到处打工，不

确定在哪里扎根，怕换个环境影响学习，她们成绩那么好，舍
不得。”

闲暇之余，一家人来到工厂办的学校。看着明亮的教室和
先进的设施，黄诗韵有些心动。“想来又不想来。因为这里的小
朋友我一个都不认识。”

据民政部统计，截至 2018 年 8 月底，全国共有农村留守
儿童 697 万人。随着国家大力推动返乡创业就业、就业扶贫、
随迁子女就地入学等工作，这一数据比 2 0 1 6 年下降了
22 . 7%，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正在逐步健全。

要过年了，孩子们高兴地捧着新年礼物：每人一个书包和
小猪玩偶，奶奶从牛仔包里翻出了给小两口的土特产。

记者问姐妹俩：“那你们给爸爸妈妈带了什么礼物？”
“我们带了第一名的成绩！”
这份礼物让爸爸妈妈很高兴。

(记者张逸之、邰晓安、陈旺)
新华社福州 1 月 30 日电

跨越万水千山的逆向团聚

▲ 1 月 24 日，在公司宿舍，一家人在展示礼物，除了
祖孙三人千里迢迢带来的花椒等土特产外，黄浩然、王丽
也给孩子和母亲买了玩具和新衣。

▲ 1 月 24 日，在重庆开往福州的 G1755 次列车
上，黄诗韵（右）望着窗外出神，一旁的奶奶疲惫地闭上
眼睛休息，妹妹若无其事地吃着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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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花鼓《新凤阳歌》、凤阳民
歌《鲜花调》、群舞《花鼓小调唱凤
阳》……在 28 日下午举办的小岗村
“春晚”上，这些带有地域文化特色
的节目赢得阵阵掌声。

28 日是农历小年。在中国农村
改革主要发源地——— 安徽省凤阳县
小岗村的安徽小岗干部学院内，一
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主题为“奋进新
时代 筑梦新征程”的 2019 年小岗
村春节联欢会下午 3时正式开场，
吸引了 300 余名村民前来观看。

小岗“春晚”开始前，记者来到
演出场地看到，演员们正在紧张排
练着，现场已座无虚席，通道上也站
满了观众，大家都在期待着这场春
节文化“大餐”。

小岗学校带来开场舞《嘚儿隆
咚飘一飘》，小岗村旅游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表演凤阳花鼓《新凤阳
歌》、凤阳民歌《鲜花调》，凤阳县花
鼓艺术团表演群舞《花鼓小调唱凤
阳》……翻开小岗“春晚”的节目单，
有一半左右是带有地域文化特色的
节目。

“40 年前，凤阳花鼓是穷困农
民乞讨的工具，那时候敲花鼓，是为
了讨生活、不饿肚子。”凤阳花鼓《新
凤阳歌》的表演者严淑淑告诉记者，
如今，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好，凤阳花
鼓也已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敲新花鼓，是为了歌唱幸福生活。”

接地气的节目引起观众共鸣。69 岁小岗村村民黄经海
下午早早地来到现场。“这场‘春晚’办得好，节目样式多，演
员演得好，特别是新花鼓敲的就是好生活啊！”黄经海不停
地点赞。

黄经海回忆说，他年轻时家庭生活条件差，一般是种完
麦子就出去讨饭，有时一出去就是两个月。但现在的生活大
变样了，他把 4 亩地流转出去，每年每亩地能拿到 900 元的
租金。“村里从 2017 年度开始给每个人分红 350 元，2018
年度涨到了 520 元，以前想都不敢想。”他说。

“人人分红”得益于小岗村近年来开展的集体资产股份
合作制改革和“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改革。小岗村村民从“户户包田”实现了对村集体资产的
“人人持股”，并连续两年分红。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了，精
神文化生活需求也提升了。除了举办“春晚”外，小岗村也在
探索如何让农村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并将之作为践行
文化振兴的方向。

争创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小岗村，正谋划旅游和文
化融合发展工作。2018 年国庆节以来，小岗村深入挖掘地
方民俗文化，邀请凤阳本地农民歌手和凤阳花鼓非遗传承
人，开展了“小岗乡村文化大舞台”民俗表演活动，实现文化
传承和旅游产业发展“双丰收”。

据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介绍，在文化引领方面，
小岗村还成立弘浩书院、乡村振兴讲习所等，开展理论研
究、实地培训教学等工作，定期举办一些讲座，以传统文化
滋养人的心灵。

“原来村里没啥文化活动，乡亲们虽然腰包鼓了，但总
感觉缺少点啥。”观赏过“春晚”节目的大包干带头人严金昌
感慨地说，如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代表了大家对美好生
活的期待。

(记者姜刚)新华社合肥 1 月 29 日电

“李然”“到！”、“蔡狄”“到！”24 日凌晨 2时 30 分，一声
声响亮的点名声划破了浙赣交界处大山里的宁静。

这是衢九线杨林值守点 3 名“90 后”值守员的日常。这
个值守点管辖跨度大，值守员需徒步完成 40 公里的巡守工
作。这里生活不便，每天仅有一对铁路通勤车停靠，生活物
资只能一周一次到 30 公里外的县城购买。3 名值守员自
2017 年 3 月值守点启用以来就驻守在这里，默默保障着铁
路运行安全。他们中间，李然和蔡狄 26 岁，年纪最大的班长
姚旭也不过 28 岁。

完成点名并进行安全学习后，姚旭他们就开始了一天
的工作。铁路行业里把一天最后一班列车经过至第二天第
一班列车经过之间的时间称作“天窗期”，这也是铁路值守
员们最忙碌的时候。

24 日的“天窗期”内，他们需要完成 8 组铁路道岔巡
查。山里的凌晨尤其寒冷，光是站在室外已经冻得手脚发
疼。而姚旭他们时而趴在结霜的钢轨上看钢轨的平整度，时
而用加长扳手拧紧钢轨上松动的螺帽。虽然冻得鼻涕直流，
但高强度的体力活还是让他们手心冒汗。“这些检查非常重
要，一点都马虎不得。”姚旭说。

“天窗期”的工作伴随着朝阳升起而结束。早上 7时 30
分，他们严守规章红线，清点完工具后撤离轨道作业区。不
久后，当天第一趟列车就将从这里飞驰而过。

稍事休息调整后，值守员们便开始了例行的线路巡查，
确保列车运行的外部环境安全。带上锤子、铁铲、三齿耙等
工具，他们沿着铁路轨道边的栅栏网一路巡查。清除栅栏网
周边的植物、清理水管中的垃圾、检查栅栏网的牢固程
度……他们每天要走上大约十公里，几天下来得完成全域
40 公里的线路巡查。

而在姚旭看来，随着科技进步，现在作业环境已经好了
太多。他笑着说起刚工作那会儿的故事。那时候火车卫生间
没有集便器，是进行直排。他们在线路巡查时最怕迎面而来
的火车，虽然进行了避让，但高速运行的火车带动的大风总
会在他们身上留下一些“馈赠”。

相比经年累月的辛勤工作，3 位值守员觉得，身体累点
没什么，真正难受的是孤独和对家人的思念。

已经成家的姚旭和蔡狄对家人有深深的愧疚。姚旭说，
他要值班 20 天左右才能回去一趟，家里有需要时总是帮不
上忙。“儿子刚满一岁，每次回去都像不认识一样，不肯让我
抱，等熟悉了我又得走了。”

问到是什么让他们选择了这样的坚守？他们说，其实没
有想过这么多，入了这一行，做了铁路人，这就是应该做的。

山里的夜晚总是到得特别早。晚上 7 点，除了偶尔驶过
的火车轰鸣声，周围已经是一片静谧。结束一天工作的李然
站在值守点的院子里，指着夜空说：“你知道吗？从这里看星
星，特别美。”

(记者商意盈、魏一骏)新华社杭州电

“90 后”铁路值守员：

唱响崇山间的“青春之歌”

新华社济南电(记者邵鲁文)当我们乘坐复兴号的时
候，可能很多人都会好奇，时速如此高、运行如此平稳的
它，跑完一天的行程，“下班”后去哪了？记者近日来到中
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东动车所，探秘复兴号
的“夜生活”。

刚刚投入使用不久的济南东动车所，是目前山东最
大的动车所，承担着济青高铁、石济客专等线路在济南地
区始发、终到动车组和部分跨线动车组的检修任务。不少
复兴号“下班”后，都要在这里享受一场 360 度无死角的
“SPA”。

济南东动车所所长李先伟告诉记者，保障复兴号的
“身体健康”，需要的人不少。检修时，长编车(16 节车厢
编组)一般需要车下 4 人、车顶 2 人、司机室 1 人；标准编
组(8 节车厢编组)一般需要车下 2 人、车顶 2 人、司机室
1 人。

忙了一天的复兴号，回到动车所后第一道工序是“洗
澡”，这里有专业的全自动洗涤机，对进库的复兴号进行
消毒清洗。天气暖和时，全自动洗涤机出水口喷出动车专
用洗车溶液，对列车进行清洗。在寒冷的冬季，因为洗涤
机在室外，基于防寒考虑，害怕高铁“感冒”，室外温度低
于零下时，洗车改由室内操作，由专业“SPA 按摩师”为
列车“搓澡”。

李先伟说，复兴号在进入检修库前，还要先通过踏面
诊断和受电弓检测。进行检测的红外线探测设备，就像做
CT 一样，对列车走行部的轮对踏面、车顶部高压受电设
备进行全方位探测，并将监测数据传输到专业人员的电

脑上进行“专家会诊”。探测结束后，复兴号就进入检修库开始
全方位“体检”。

进入检修库后，专业“医师”开始对复兴号进行全面检查。
除了检查复兴号的“身体”，还有专业检修人员检修复兴号的
“大脑”———“ATP”系统，济南东动车所“ATP”分析工区工长
王维娜告诉记者，高铁车载“ATP”系统，相当于高铁上的“黑
匣子”，它由监控设备、地面设备、车载设备等组成，既是监控
系统，能将高铁的运行状态实时记录下来，传送给监控者；又
是行车控制系统，能根据前方轨道信息，指挥车辆安全运行。

每当复兴号“回家”后，是王维娜和她的同事们最忙碌的
时候。她们要走进高铁驾驶室、走进车厢、钻入车底，给每辆车
的“ATP”设备做“体检”。

下雪的时候，车辆的底部、两侧会堆满积雪，负责接收、发
送信息的车载设备应答器会被冰雪封住，无法“呼唤应答”，高
铁就会变得像盲人一样，看不到前方轨道信息，无法正常运
行。“这时，我们还要钻到车下地沟里，用热水、专用的铲子、刷
子一点点清理冰雪，确保应答器始终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王维娜说。

设备检修完毕后，列车还要断电，车下检修机械师会对复
兴号的走行部、牵引、制动等设备进行检查。车内检修机械师
要对列车座椅、茶炉、空调、卫生间、电视广播系统等设施进行
试验、检查。

李先伟告诉记者，复兴号上硬币久立不倒，甚至是硬币和
签字笔能在窗台“叠罗汉”，与机械师们的维护是分不开的。而
随着夜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复兴号的“夜生活”也行将结
束。天亮之后，一辆辆复兴号又要离开“家”，驶向祖国各地。

复兴号“下班”后去哪了？

▲ 1 月 24 日，在福州南站，黄诗韵（左二）、黄嘉韵（右二）姐妹俩亲吻前来接站的父母。 本组图片由新华社记者宋为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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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1 月 29 日电(记者柳王敏)“大
哥，今天过小年，我们回来看你啦！”1 月 29 日，
农历腊月二十四，在湖南省蓝山县祠堂圩镇老
婆源村桐梓坪自然村，70 岁的王庆忠老人家
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二弟王贵忠和三弟王
满忠从外地赶来，一家人团团圆圆过小年。

蓝山县位于湖南省南部边陲，以山地地形
为主。桐梓坪自然村位于蓝山县西北角，处于
群山包围之中，常年仅靠一条崎岖的小山路与
外界相连。多年来，由于位置偏远，交通不便，
居民生活穷苦，桐梓坪村外流人口较多，现今
常住人口仅剩 5 户 6 位老人。

“年年回家过年，今年特别不一样。”王满忠
高兴地说，以前回家，一家人乘车到山下，还要
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如今村里通了水泥路，开
车 10 来分钟就从山下到了家门口。

近年来，蓝山县组织扶贫工作队进村，完
成自然村道路通达工程 121 . 3 公里，改善贫困
村基础设施建设。2018 年帮助桐梓坪村修通了
水泥路，接通了高压电，实现了自来水入户。走
进桐梓坪村，一条新修的水泥路蜿蜒而行，将
一栋栋依山而建的木板房和土墙房连接起来。

王庆忠老人的房子建在村后的高坡上，他
长时间一人独居。平日里，老人的 3 个女儿轮
流帮他送米、油等生活物资。

剁肉馅、酿豆腐、切萝卜……随着砧板咚
咚响，王庆忠家灶台的火点燃了，炊烟升起。王贵忠掌勺，不
一会儿，一顿热腾腾的饭菜就上了桌。桌子中间，新买的电磁
炉上火锅香汤正滚，一家人开始举杯，欢庆团圆。

“以前路不通，货车进不来，山里的竹木卖不出去，外面的
货物也难进来。现在通了水、电、路，进出方便了。”59 岁的王

海旺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希望在外的人能
够返乡，共同建设家乡，让我们的村子‘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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