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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合肥电(记者刘美子、屈彦、水
金辰）凌晨 4 点，胡应福推开窗户，零下 7 摄
氏度的合肥，冷风夹杂着细雪扑在脸上。
　　“老头子，今天还跑吗？”王章敏起身披上
衣服。“跑！”84 岁的胡应福没有丝毫犹豫，穿
戴好行头，快步走出家门。
  数十年如一日，对于胡应福来说，只有每
天早晨跑上 10 公里，身体才算真正苏醒。75
岁的王章敏也跟着老伴出了门。
　　结婚 54 年、年龄加起来已经有 159 岁
的合肥退休工人胡应福、王章敏夫妇，携手参
加了全国百余场马拉松比赛。
　　早年间，夫妻两人时常被疾病困扰。王章
敏肠胃不好，常常上吐下泻，胡应福则患有严
重的胃下垂和气管炎。在朋友的启发下，王章
敏开始跑步锻炼身体。
　　就像是用上一剂最合适的“药方”，两人
见到了意外而又惊喜的“疗效”。一段时间后，
王章敏感觉老毛病像是从她身上“跑”走了。

在妻子的带动下，1997 年，刚刚退休的胡应
福也开始跑步，困扰他多年的胃下垂康复了。
　　 2004 年，当时 58 岁的王章敏参加了全国
老将田径运动会 1500 米比赛，收获第四名。从
此以后，只要有长跑比赛，夫妻俩都会参加。
2011 年，老两口第一次参加上海国际马拉松的
全马比赛，74 岁的胡应福刚跑到半程，两个脚
趾都磨出了血，硬是咬牙跑完全程。第一次完成
42.195 公里，胡应福的成绩是 4 小时 18 分钟。
　　“凡事都有一个过程，跑了几次之后，就
开始找到乐趣了，尤其是跑完之后的成就
感。”胡应福说。这些年来，夫妻俩几乎在全国
所有马拉松赛道都留下过身影，拿到的奖牌
一时难以计算。但在他们心中，跑出健康、跑
出信心、跑出快乐才是坚持下去的动力。
　　“70 多岁的时候，我基本上都是年龄组
的前三名，年轻人都不一定能跑过我。”在胡
应福看来，不管什么年纪，拼搏到底的马拉松
精神不能少。

　　比赛之余，他们几乎每天早上都要跑 10
公里，合肥市大大小小的公园、操场，都留下了
两人的身影。
　　以跑会友，也让生活透进更多亮光。通
过跑马拉松这一“窗口”，他们结交了来自
世界各地的朋友。
　　 52 岁的王宏财是合肥市马拉松协会
副会长，他正是在胡应福夫妻的鼓励下开
始跑马拉松的。“我原来 190 斤，现在只有
130 斤，跑步治好了我吃了 3 年药还不见
好转的高血压。”
　　发挥榜样的力量，传递全民健身的精
神，带动更多人一起运动，是胡应福、王章
敏夫妇的心愿。“以前合肥市马协只有几十
个人，现在已经有四五千人了，每周一次的
跑步活动已经坚持了 193 期。”王宏财说。
　　清晨五点，晨跑归来，王章敏开始给老伴
准备早餐。不一会儿，一个煮鸡蛋、一杯加了蜂
蜜的牛奶和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就摆上了桌。

　　“我每天变着花样给他做早饭，豆腐脑、
豆浆、牛肉……”王章敏一边在厨房忙碌着
一边说，“80 多岁了，每天跑一万米，不吃好
点，怕他的营养跟不上身体的消耗。”
　　 2017 年，胡应福夫妻携手跑北京马
拉松庆祝金婚，主办方特意为他们准备了
专属“爱情编号”。“跑前一个月我的脚扭伤
了，但是我想着那年是我和老伴金婚，还是
他 80 岁的生日，我就咬着牙一瘸一拐地
跑完了全程。”王章敏回忆说。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墙上挂着的书
法作品是胡应福最喜欢的一句话，马拉松
见证了他和老伴一路的风雨同舟，过程中
互相扶持，一起手拉手跑向终点。
　　当问及对另一半的爱有多深，这对老夫
老妻变得有些害羞。“跑一次马拉松就延绵一
次 42.195 公里的爱吧。”胡应福还给自己定
了一个目标——— 成为世界上最高龄的马拉松
参赛者，他说：“只要心还跳，就要一直跑。”

“159 岁”跑马伉俪，绵延 42.195 公里的爱

　　“21 岁时，你在做什么？”
　　带领参观群众行至纪念馆展厅内的一处
人物雕像前，江西省赣州市兴国革命烈士纪
念馆副馆长黄红常会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
　　“在很多人看来，21 岁还是一个懵懂的
年纪，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却有这样一个人，
21 岁的他已经毅然选择了为革命献出生命。”
黄红看向雕像说道：“他的名字，叫江善忠。”
　　“1934 年冬，他牺牲时这句‘死到阴间不
反水，保护共产党万万年’的青春誓词，却体
现了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崇高信仰和坚贞不屈
的英雄气概。”黄红坚定地说。
　　 1929 年初，毛泽东把井冈山的革命烽火
燃向兴国在内的赣南闽西大地。同年，16 岁的
江善忠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他斗争坚
决勇敢，又念过书，深受大家拥戴，很快就成为
一名党的干部，历任中共合富乡苏维埃政府主
席、上社区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部长、兴国县苏维
埃政府裁判部部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
部长等职，大家亲切地称呼他“小江部长”。
　　虽是一名年轻干部，但江善忠对裁判部
的除奸肃反工作有着极高的保密性要求。
　　“他要求，不该知道的事情不问，不该看
的文件不看，不该打听的消息不打听。必须
做到守口如瓶不泄密，管好文件不泄密，保守
党的机密甚至超过爱惜自己的生命。”兴国县
委党史办副主任丁志操说，江善忠对党忠诚，
立场坚定，为维护苏维埃法律的尊严和苏区
的革命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
为保存革命力量，红军主力被迫长征。
　　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
事处考虑到江善忠是土生土长的群众领袖，
享有很高的威信，决定将他留在中央苏区，领
导苏区群众坚持游击战争。
　　为鼓舞战友斗志，江善忠编唱过这样一
段诗句：“草丛石岩当住房，为了革命自带粮。
一切困难都不怕，坚决消灭国民党。”敌人对
江善忠恨之入骨，贴出告示悬赏 5000 块大
洋收买他的人头。
　　 1934 年 12 月，兴国苏区全部沦陷。江
善忠奉命安置红军留下的一批伤员。他潜回

家乡长冈乡后，组织了一支 10 余人的游击
队，将 20 多名伤员转移到距兴国县城 10 余
公里的灵山猴哥寨隐蔽和治疗。敌人得知消
息后突然“进剿”。为掩护伤员，江善忠独自
把敌人引向了地形险要的芒槌石山峰上。
　　芒槌石，三面绝壁的孤峰，虽然易守难
攻，却无法脱身。最终，子弹已尽，石块亦绝，
敌人猖狂喊话，要江善忠反水投降。
　　冬日，寒风凛冽。在那座峭拔的石峰上，
江善忠昂首挺立在峰顶，而在石峰下，正是一
群端着长枪的敌人。在被敌人包围后，他用
鲜血在衬衫上写下“死到阴间不反水，保护共
产党万万年”的誓词，纵身一跃……
　　当时的江善忠，年仅 21 岁。
　　“爷爷出生没多久，太爷爷就已经去世。
流传下来的只有他的英雄事迹，并没有留下
更多的音容笑貌。”31 岁的合富村村民江华
说，自他有记忆起，家里长辈就经常会讲起太

爷爷江善忠的故事。
　　 2019 年，原本一直在兴国县城开店
的江华，选择返乡成为合富村的一名村干
部。记者见到江华时，他正忙着给村里制
衣厂的工人介绍森林防火知识。
　　江华说，成为村干部后，他才逐渐走进
太爷爷的“内心”。“身为党的基层干部，就
要学会服务群众，用行动带着大家一块干。
前两年我也申请入党了，如今已经是一名
入党积极分子。”
　　芒槌石，高高伫立于青山绿水间，山上
的树林郁郁葱葱。而它的所在地，正是江
善忠烈士的家乡——— 长冈乡合富村。
　　“我们村名为合富，就是寓意我们要团
结起来共同富裕，村里的发展也得‘万万
年’。”合富村党支部书记危立新说，近年
来，在一系列产业政策扶持下，合富村通过
大力发展大棚蔬菜、生猪养殖等产业，

2020 年 4 月全村顺利脱贫。
  近期，兴国县百里红山旅游区（南部景
区）项目成功签约，合富村范围的芒槌石、
仙桃峰、冰心洞等多个景点被纳入，村民们
也即将吃上“旅游饭”。
　　漫步在合富村的村道上，村中心的楼
房错落有致，道路另一侧的蔬菜大棚不时
出现村民忙碌的身影。
　　危立新指着楼房说：“这是 2012 年结
合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和深山移民扶贫搬
迁政策，规划建设的合富新村，医疗所、幼
儿园、养老服务中心等一应俱全，长冈乡范
围内的 172 户村民都住在这里。”
　　走进村委会，江善忠烈士的照片与英
雄事迹整齐地挂在办事大厅墙上，常引村
民驻足。在合富村，青春的铮铮誓词正通
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合富”梦想，走进现实。

(记者邬慧颖)据新华社南昌电

“小江部长”的故乡“合富”梦想成真
江西合富村革命先辈用鲜血捍卫的理想正通过一代代人努力走进现实

　　新华社西安电（记者杨一苗、韩啸）潮霉
之气扑面而来，眼前的景象让陕西历史博物
馆研究馆员杨文宗既震撼又难过。
　　 1200 多年前的壁画，虽被时光剥蚀，其色
彩、线条仍清晰可辨。但一些原本成组的壁
画，却因多年前盗墓者的破坏已经残破不全。
　　这里是深达 12 米的盛唐名相韩休之
墓。墓室四壁绘有朱雀、玄武、山水、乐舞，画
风俊逸、题材罕见。
　　这是一次对被盗墓葬的抢救性发掘
保护。
　　做好前期准备后，杨文宗屏住呼吸，手执
毛刷，轻点均涂之间，加固空鼓部位、修补残
缺画面、回贴起翘颜料。
　　 1984 年，杨文宗从西北大学文博专业
毕业后，一直在文物保护一线工作。在他眼
中，一件件存有病害的文物，就像是饱经风霜
的“老人”，而自己就是为这些“老人”治病祛
疾的“医生”。

　　“墓葬壁画的保护修复，是从给它们‘搬
家’开始。而这些壁画就像是上了年纪的病
人，大都存在开裂、空鼓、剥落、发霉等‘症
状’，要先给它们吃‘补药’，通过加固稳定让
它们‘体力’逐渐恢复，才能开始‘搬家’和‘手
术’。”杨文宗说。
　　墓室中，一阵微风、一束强光，都可能对
壁画造成伤害。杨文宗说，有些古墓壁画看
似保存完好，其实画面中的胶结质历经千年
已经分解无存，颜料以粉状形态附着在壁画
表面，一次稍重的呼吸都可能导致颜料脱落。
　　为了完善规范揭取壁画的技术流程，在
制作夹板、烘干、加固、涂胶等各个环节，杨文
宗和他的同事们不知反复实验了多少次。他
还对以往文物修复中采用的传统工艺、设备
及工具进行了多项技术革新，逐步形成了古
墓壁画保护修复的行业标准。
　　韩休墓的抢救性发掘始于 2014 年，对
其壁画的保护与修复是中国文物保护专家进

行的一次全新尝试：以全方位科学完整的
方式，系统性实施墓葬壁画的保护修复。
　　仅对壁画“搬家”就用了近两年时间，
修复每幅壁画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

“山水图”“乐舞图”的修复到今天还在
继续。
　　杨文宗说：“这是个需要极大耐心和耐
力的职业，比如为了清除壁画上的土锈而
不伤及颜料层，一个剔除动作就要重复几
千次。”
　　“我们是文物的‘医生’。当你意识到
正在抢救的是一批无价之宝时，成就感油
然而生，那是任何其他事情都代替不了
的。”回忆 30 多年来文物修复生涯，杨文
宗百感交集。
　　他用自己的巧手与勤思修复了数千件
珍贵文物，不仅包括古代壁画，还有青铜
器、陶瓷器、金银器、砖石质文物等。这其
中，许多文物都大名鼎鼎：秦代大型青铜

龙、唐鎏金铁芯铜龙、壁画《宫女图》《阙楼
图》《客使图》等，并参加制作难度极大的秦
陵二号铜车马的复制。
　　 1996 年，杨文宗参与了中国与意大
利首次合作举办的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
并在 2001 年赴意大利罗马进修古代壁画
修复技术。杨文宗不仅在实践中成长为行
业领军人，从那以后也不断培养年轻人传
承文物保护修复技术。
　　现在，杨文宗会时常去陕西历史博物
馆的唐代壁画珍品馆走走看看。这座建在
地下的展厅，展陈着章怀太子墓《客使图》

《马球图》、懿德太子墓《阙楼图》《仪仗图》，
永泰公主墓《宫女图》等壁画珍品近百幅。
　　这里的许多壁画，杨文宗都参与过保
护修复。他说：“这 30 多年来，我亲历了
中国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突飞猛进、理念不
断更新的过程，也见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保护技艺的传承与振兴。”

左图：江西省赣州市兴国革命烈士纪念馆内的江善忠烈士雕像（2 月 2 日摄）。新华社记者黄和逊摄
右图：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合富新村一角（2 月 1 日摄）。         新华社记者邬慧颖摄

“文物医生”杨文宗：一个剔除动作重复几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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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小草

　　“前方来车！全体下道！”现
场防护员高以香手中的对讲机响
起，她举起信号旗，高声提示，将
远端防护员发出的信号告知工作
中的同伴。
　　不远处，正在作业的 6 位同
事迅速将两台重达 50 公斤的
超声波探伤仪搬离铁轨。
　　浓重的煤烟被风扬起。震
耳欲聋的轰鸣声中，身着橙色工
装，口罩帽子全副武装的女子探
伤队员们排成一列，直至列车驶
过，再将沉重的仪器搬回铁轨
上，继续向前推行。
　　今年春运伊始，“中国重载第
一路”大秦线繁忙依旧。对于太
原铁路局秦皇岛西工务段柳村女
子探伤工区的 14 名女子探伤工
来说，同样的场景每天都要上演
数次。她们担负着大秦线柳村、
港站及秦东三个大型编组站 118
公里线路和 274 组道岔的钢轨
探伤检测任务。
　　“我们这份工作，说白了，就
是给钢轨做体检的大夫。”工长谢
小伟告诉记者，女子探伤班每天
的工作，是探测火车行驶的钢轨
上有无安全隐患，防患于未然。

  绝不止“望闻问切”

的钢轨医生

  承受着冬日呼气成冰、夏日
酷暑炙热的艰苦，她们却说“真正
的考验是每天要在数千米的钢轨
探伤中查找以毫米计的缺陷，稍
有遗漏就会造成安全事故”

　　检查仪器、校正灵敏度、给仪器加水和耦合剂……
天还没亮，女子探伤班忙碌的一天已经开始。
　　早上 7 点，女子探伤班列队完毕。疫情期间，她们
出行前的准备又多了一项——— 对办公室、宿舍、库房以
及探伤仪等进行全面消毒。
　　这是一份辛苦且枯燥的工作。
　　铁路探伤工属于户外作业工种，日复一日，无畏寒
暑。“我们统计过，每天需要避车上下道 20 多回、弯腰
蹲起 100 余次、分析波形 20 多组。”谢小伟用一组数
据描述她们的工作状态。
　　探伤班负责的区域坡道多、钢轨侧磨严重、探伤难
度大。每天，她们都需要手抬 50 多公斤重的探伤仪，
检测 6 公里长的钢轨，徒步推行六七个小时。
　　这还不是最难的。气温剧烈变化时，最易发生钢
轨断轨的情况，每逢隆冬、盛夏，就是她们最紧张的
时刻。
　　冬季铁道旁气温接近零下 20 摄氏度，捂着口罩和帽
子，呼出的水汽常常在头发、睫毛上凝结成冰；盛夏炙热
的钢轨直逼 60 摄氏度，作业站场地毫无遮蔽，暴晒雨淋
都是家常便饭。
　　这也是一份需要专注、细致和耐心的工作。
　　“真正的考验是每天要在数千米的钢轨探伤中查
找以毫米计的缺陷，稍有遗漏就会造成安全事故。”工
长谢小伟说。
　　伴随着探伤仪器“嘀嘀嗒嗒”的信号声，姑娘们边
推行仪器，边仔细地在监控屏幕上观察波形、校对伤
波。遇到异常信号，她们要撤回仪器反复验看，不时蹲
下身，在铁轨上标记钢轨接缝与擦伤。遇到道岔等复
杂路段，谢小伟便弯腰“手检”，用锤子敲打铁轨，观看
反弹高度、监听反馈声音。
　　“医生诊疗讲究‘望闻问切’，我们探伤也是一样。”班
长霍智慧告诉记者，每天的户外工作结束后，还有大量数
据回放、比对工作等着她们处理。“通过回看，发现出波的
异常情况，确定伤损位置，通知相关车间及时处理。”

女探伤工的专属“化妆包”

  “夏天不敢穿裙子，膝盖上都是疤，都是抬机子磕
的”。包里总是随身携带着红花油、创可贴，“这是女探
伤工专属化妆包”

　　在铁路系统，户外作业多为男性职工负责，探伤工
这一职业历来以男性为主。2007 年，秦皇岛西工务段
成立女子探伤班时，最初的一批女队员，多是当年刚退
伍的 80 后女兵。
　　“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抬起沉重的探伤仪。”更何
况，她们还要提着百斤重的机器在道轨和枕木上行走。
　　“夏天不敢穿裙子，膝盖上都是疤，都是抬机子磕
的”。防护员王婷是探伤班为数不多的 90 后，她笑称
自己一直是“女汉子”“力气贼大”，可适应起这份工作，
也花了不少时间。
　　而现在，转线、避车，每天抬上抬下百余次，探伤班
的姑娘们克服困难，逐渐适应了这样艰苦的工作状态。

“一开始，工区的工长、班长都是男师傅。”谢小伟介绍：
“现在已经是清一色的娘子军。”
　　因为免不了磕磕碰碰，探伤班的姑娘们进场地，包
里总是随身携带着红花油、创可贴。“我们经常开玩笑，说
这是女探伤工专属化妆包。”执机手任玮玮笑着说。由于
长时间抬重物、加上弯腰作业，许多人的腰椎都有劳损。
　　艰苦的环境、高强度的工作，她们不是没有动摇
过。“刚来的时候，我们都掉过泪，也很想家。”和谢小伟
同批来到秦皇岛的女探伤工们，都来自山西大同。“一开
始，远离家乡和亲人，气候、饮食、工作强度，都特别不适
应。”她们不是没有过调离的机会，但探伤班的姑娘们多
数选择了坚持：“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就要好好干。”
　　 14 年来，她们走过 13311.032 公里线路，保障了
25312 组道岔的安全，创造了 5000 多天“零漏检、零误
判、零违章、零事故”的纪录。她们先后准确判断 811
处伤损，减少疑似伤损复核 262 处，累计节约维修成本
56 万余元。   （参与采写：杨丽、何乃铖、张泽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