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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市
最美家庭事迹展

一起事故 历历在目

“同志们，安全无小事！马上又有新的一

轮寒潮到来，大家在做好御寒保暖的同时，一

定要仔细检查站内设备和站外安全设施，确

保畅通，车辆安全。”1月 5日上午 8时许，记者

来到龙回站时，陈建勇正召集职工在开晨

会。晨会只有短短几分钟，但陈建勇却句句

不离安全。

晨会结束后，陈建勇穿上黄马夹，一边在站

区巡视，一边向记者讲述他与龙回小站的故事。

“你看，这一排松柏树是我栽下的，现在

都长成七八米高了。还有站房边上的那块菜

园，原是一块荒地，是我带职工开垦出来的。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我在这里已 25 个年

头了。”忆起往事，陈建勇感慨万千。

陈建勇是四川资阳人，1996 年 9 月京九

铁路开通时，他被分配到龙回站工作。因工

作出色，2002年升职为站长。

在外人眼中，龙回只是一座五等小站，只

要带领职工保障好车辆会让工作就行，轻松

自在。可身为站长的陈建勇却深知重任在

肩。因为铁路安全容不得一丝麻痹和松懈，

22年前发生的那起安全事故便是教训。

陈建勇清楚地记得，那是 1999 年 8 月 26
日晚，龙回站和往常一样，按着接发列车计划

有条不紊地作业。凌晨 1时 40分由于快下班

了，车站值班员抓紧时间填写有关簿册，此时

信丰站客车 88次已报开，南康站 2819次也报

开。当时为了快，上下行同时排列列车进路，

因违反规定，结果造成上行出站信号无显示，

和下行进站接车进路变成发车进路。车站值

班员未处理过非正常接发列车，于是慌慌张

张使用总取消按钮，造成控制台上全部闪灯，

最后客车 88次、404次全部晚点。

虽然只是造成列车晚点的一般事故，但

22 年过去了，这起事故仍令陈建勇记忆深

刻。自 2002 年 4 月担任站长以来，陈建勇常

以这起事故告诫职工，要求大家将“在岗一分

钟，安全六十秒”牢记在心。

在陈建勇对工作认真负责、细致严格的

态度影响下，龙回站再未出过影响列车运行

的安全问题，车站也先后获得“中国铁路南昌

局集团有限公司自控型先进班组”“江西省工

人先锋号”等十余项荣誉称号。

以站为家 谢绝调离

采访中，陈建勇拿出他刚到龙回站工作时

拍下的照片给记者看。照片里，车站设施简陋，

周围环境一片荒凉。由于站房地势较高，职工

用水只能在坡下挖个坑，待水蓄满后用瓢舀

水，再用水桶挑到站里。上街买菜要走两三公

里的泥泞路。站房周围没有树木植被，夏天烈

日暴晒，冬天寒风肆虐。因为条件艰苦，新来的

职工都想方设法调离此站。

“要想拴心留人，必须改造环境！”陈建勇

利用休息时间带领职工先后打了 4口井，终于

解决了职工的用水困难。为美化车站环境和

解决买菜难问题，陈建勇移栽了树木，并组织

职工种花栽草，开荒种菜。经过大家多年的

努力，龙回站如今站容站貌焕然一新，站长

室、活动室、学习室、娱乐室、间休室、职工食

堂等一应俱全。走进站区绿树成荫，环境优

美。陈建勇除带领职工开垦荒地一亩多用于

种菜外，还利用站场空地，每年饲养鸡、鸭、

鹅、兔近百只。通过种植蔬菜，饲养家禽，不

仅充实了职工的业余生活，还大大地减少了

生活开支，丰富了职工伙食。

寒来暑往，陈建勇已在龙回站工作 25 年

了。作为一名铁路工人，他见证了中国铁路的

飞速发展和旅客出行方式的改变。陈建勇说，

早年龙回站还会办理客运业务，当时吉安至定

南 7215次和定南至吉安 7216次临客会进站停

靠。这趟往返临客逢站必停，被沿途民众亲切

地称为“公交火车”。尽管速度慢，但因为票价

便宜，每天有近百名旅客进站乘车。“那时车站

挺热闹的，经常有村民挑着家中的土特产乘火

车到南康区、章贡区等地去卖，作为站长心里

还挺自豪的。”该趟临客停运后，没有旅客进站

乘车，龙回站便实行全封闭管理，职工也由原

来的 12人减至现在的 6人。每天除了列车呼

啸而过，几乎没有外人涉足，车站显得特别冷

清。说话间，陈建勇的言语略带伤感。

“您在龙回站一干就是 25年，期间就没有

想过离开吗？”面对记者提问，陈建勇说，曾有

数次机会调到大站去工作，但都被他谢绝

了。“刚来时条件那么艰苦都没想过离开，而

今早已把站当家了，我舍不得这里的一草一

木，一砖一瓦。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守初心、

担使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组织信任，我

愿意在此干到退休。”

一家三代 投身铁路

龙回站虽是京九线上的一个五等车站，

但每天通过的火车有 100多列，春运期间更有

170多列，且凌晨 1时到 3时最忙，平均四五分

钟就有一趟列车通过。

身为站长，除了公休假外，平时陈建勇几

乎都在龙回站里度过。每年春节是举家团圆

之日，他会安排职工回家过年，自己则坚守车

站值班。20 多年来，陈建勇先后获得中国铁

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赣州车务段“火车头

奖章”“先进生产工作者”“十大安全标兵”“优

秀共产党员”等 20多项荣誉称号。2015年，他

被评为“全国铁路劳动模范”。

工作中陈建勇尽心尽责，是名好站长、好

领导。对于家庭，他却充满愧疚，自认不是好

儿子、好父亲。

陈建勇说，其父亲是名铁路工人，因工作

出色获得过好多荣誉，自己走上铁路岗位是

受父亲影响。1992 年父亲去世后，母亲随他

一起生活。1996 年来到龙回站工作后，母亲

随他来到赣州定居。让陈建勇愧疚的是，因

忙于工作，85 岁的老母亲大多时间独居在

家。由于车站地处偏僻，雇请烧饭的阿姨

要不嫌路远，要不嫌工资低，换了一拨又一

拨。陈建勇只好动员妻子杨秀英到车站烧

饭，这一干就是十余年。因忙于工作，陈建

勇只能每月回家一两次看望老母亲。四川资

阳的岳父岳母也已年过八旬，老家还有姐姐

妹妹，因路途遥远几年才能回家一次。

陈建勇的女儿陈萍说，从上小学开始就独

自走路上下学，父亲从来没有接送过自己，她

曾写过一篇作文叫《别人的爸爸》，以此表达对

父亲的不满。女儿眼中“别人的爸爸”，在职工

眼中却是好站长。2014年 8月，车站副站长朱

小林的小孩因病住院治疗，当时正值暑运高

峰，列车运行密度大，车站把控安全的压力不

言而喻。陈建勇二话没说，为朱小林替班30多
天，直到朱小林的孩子病情好转回站上班。

给不了女儿陪伴，便努力成为女儿的榜

样。陈建勇获得的“火车头奖章”“全国铁路

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给了陈萍莫大的鼓

励。大学毕业后，陈萍到赣州西站工作。与

父亲一样，陈萍勤学业务，在 2018 年和 2019
年的南昌铁路职业技能竞赛客运决赛中，一

举拿下售票员第一名和客运值班员第二名的

好成绩，她也逐渐懂得父亲当年的那份坚守

和执着，对父亲的看法由不满转向崇敬。

说起儿子陈伟，陈建勇倍感自责，因为儿

子满月不久就交由奶奶照看，他和爱人长年

驻守车站，几乎都没有管教过儿子。欣慰的

是，儿子明年就将大学毕业，并与中国铁路南

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届时也将成

为一名铁路工人。

25年来，陈建勇坚守岗位，每天带领职工

迎送一列列火车南下北上。每当车辆驶过，

司机都会以鸣笛的方式向他们致敬。正是有

了像陈建勇这样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的铁路

工人，默默地守护着铁路大动脉的畅通，才有

了一列列火车的平安运行，才有了我们回家

路的顺畅幸福。

寒 冷 的 冬

天，来南康区坪

市乡谭邦村谭

过生家里询问

毛线拖鞋的人

多了起来，一双

双精美的毛线

拖鞋在谭过生

的手中犹如一

件件精美的艺

术品，这个瘫痪

卧床二十年的

男人靠自己的

一双巧手，不仅

勾出了一双双

精美的毛线鞋，

更编织出了自

己的幸福生活。

谭 过 生 ，

2014 年被评为

谭邦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他

本来拥有一个

幸福的三口之

家 ，但 在 1998
年，30岁的谭过

生在挖煤矿时

发生意外导致

下肢瘫痪，无行

动能力，只能躺

在床上，他这一

躺便是 20 年。“我和他是夫妻，不管他

躺多久我都会照顾他。有他在，我们

的家才是完整的。”妻子明六香说。20
年来，明六香毅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一边照顾瘫痪的丈夫和年幼的孩子，

一边要努力赚钱维持生活。白天她要

下地干活，晚上还接活儿给人编织毛

线鞋，但是她从来不在丈夫和孩子的

面前表露半分委屈。生活的艰辛、家

庭的变故让这个家庭陷入困境。妻子

的辛苦，谭过生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我是不是能做点什么力所能及

的事？”瘫痪了 7 年之后，谭过生决心

要振作起来，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来

减轻妻子的负担。他看着妻子熟练

地编织毛线拖鞋，萌生了学习的想

法，但是妻子却笑着说：“哪有男人学

勾鞋子的？男人也学不来。”妻子不

教，谭过生就偷偷学。经过一段时间

的练习，谭过生把一双自己勾的毛线

拖鞋拿给了妻子，看着谭过生一双被

针头勾破的手，妻子拿着毛线拖鞋又

吃惊又感动。

幸福的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卖出

第一双鞋子时，谭过生开心得无以复

加，在长年累月的练习中，他编织毛线

鞋的技艺也练得炉火纯青，每一双毛线

鞋上的动物图案都栩栩如生。夫妻俩

忙里忙外地赚钱养家。谭过生没有因

为瘫痪而陷入迷茫，没有因为不幸而放

弃自己，即使瘫痪在床，依然不等不靠，

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为家庭做出

自己的贡献。

如今，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知道

谭邦村有一户人家勾的毛线鞋子质量

好、样式多。每当家里需要婚嫁用的毛

线鞋都会提前找谭过生预定，一家人的

生活也越过越好。谭过生的儿子听话

懂事，如今也已经成家立业。妻子的不

离不弃，谭过生的坚持和不放弃，映照

出了一幅最美家庭的和谐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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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站“当家人”坚守25载
——南铁赣州车务段龙回站站长陈建勇的故事

□廖国胜 记者余书福 文/图

今年 54 岁的陈建勇，是中国

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赣州车

务段龙回站的站长。1996 年京九

铁路开通时，他被分配到这座条

件艰苦的小站工作。25 年来，身

边的同事换了一茬又一茬，陈建

勇却数次放弃调离机会，以站为

家，坚守至今。1 月 5 日，记者来

到位于南康区龙回镇窑下村的龙

回站，听陈建勇讲述他与这座五

等小站的不了情。

陈建勇在巡视车站陈建勇在巡视车站。。

→陈建勇获得的荣誉证书。

陈建勇夫妻俩在菜地里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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