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声

“站内轨道电源直流为25伏。”
“下行信号机应答器的电压为30
伏，漏电流为0.1微安。”1月29日凌
晨2时10分， 三湘都市报记者来到
长株潭城际铁路荷塘站，“铁妈妈”
卢芳正在为机械室的设备进行测
试。2米多高的设备面前，1米55米
的“铁妈妈”显得十分娇小。

卢芳是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长沙电务段的一名工长，
她的工作主要是负责长株潭城际
铁路线全线11个机械室内的设备
维护和检修。

之所以称她为“铁妈妈”，一是
因为11个机械室如同她的11个“铁
孩子”，被她精心呵护着；二是因为
她为了照料这些“铁孩子”， 就如
“铁人”一般不辞辛苦。

连续两年春运“零故障”

按照惯例， 每年春运前夕，卢
芳都要对11个机械室的主要设备
进行一次全覆盖排查和检修，工作
量较平时增长不少。为保障春运期
间设备正常运转，已经43岁的她每
周需要连续通宵作业3天。

“所有作业必须在‘天窗点’内
进行，‘天窗点’安排在凌晨0时到5
时， 作业人员必须提前2个小时进
行准备。” 卢芳告诉记者， 春运期

间，除了要参加“天窗点”作业外，
她还要与副工长轮流在工区24小
时值班，确保能够第一时间应急处
置。

工作中的卢芳神情专注而投
入，直到清晨4:30结束工作。正是
因为卢芳专注而投入的悉心照顾，
11个“铁孩子”连续两年春运实现
“零故障”。

曾每天“地下工作”13小时

从2016年3月到长株潭城际铁
路线开通运营，卢芳就全程参与了
施工介入、 验收和联调联试等工
作，她对这些设备非常熟悉。

洞井站是湖南省境内唯一有
联锁设备的城际铁路线地下车站，
距离地面的深度达到38米。2016年
8月， 正值南方最为闷热和潮湿的
时节，卢芳与施工单位人员一起在
洞井站开启了长达半个月的“地下
工作”， 每天7时左右进入，20时左
右出来，一待就是13个小时。

“地下没有手机信号， 与地面
几乎‘失联’；没有窗户，在站内异
常难受；没有厕所，所有人不敢轻
易喝水。” 卢芳回忆说，“回到地面
去最近的公厕，一个来回至少需要
40分钟。”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王极

警情连线

“最忙消防队”一年出警943次
长沙市高桥消防中队晒新年愿景：一年少出警、群众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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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乐媛 (父亲：曾善， 母亲：范
谊珍)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022894，声明作废。

◆文雅宁（父亲：文怡，母亲：王
一鸣）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J430089394，声明作废。

◆王鸥遗失正荣华悦广场《商品
房订购协议》，编号：0000371，
声明作废。

◆刘鑫源（父亲：曾剑，母亲：刘
婵）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802527，声明作废。
◆谭仕樽（父亲：谭荣贵；母亲：张
勇前）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N430135426,声明作废。

◆席天乐(父亲:席红刚,母亲:杨
霞)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H430938594,声明作废。
◆汤睿辰（父亲，汤勇，母亲，巫
琼英） 遗失出生证明， 编号:
O430922288，声明作废。

◆肖乐遗失重庆医科大学毕
业证，编号：106311200305000
227，声明作废。

◆谭诗韵(父亲：谭才球，母亲：李
银娇)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1012785，声明作废。

◆龚安宇（父亲：刘正文，母亲：刘
承浩）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1088589，声明作废。

◆黄志芳(父亲:黄永华，母亲:刘
菊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1001318，声明作废。

◆曾文燕 (父亲：曾善， 母亲：范
谊珍)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1094230，声明作废。

◆欧梓宸（父亲：欧永强，母亲：黄
恒娜）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193628，声明作废。

◆岳之葳（父亲：岳宏伟，母亲：曾
驰宇)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610757，声明作废。

本报1月31日讯 “火势太大
了，晚上又有风，灭火器用了十几
个都控制不住。” 昨晚11点多，长
沙市雨花区鑫天佳园小区5栋架
空层处，一排正在充电的电动车突
然起火，7辆电动车瞬间被烧成骨
架，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月31日中午，记者来到事发
现场，看到了被烧成骨架的7辆电
动车。 离事发现场仅有一墙之隔
的小区居民吴先生介绍， 昨晚11
点多，5栋架空层突然火光连天，
小区业主马上报了火警， 也通知
了物业公司管理人员。

物业公司负责人杨经理告诉
记者，得知起火后，物业工作人员
马上组织小区业主灭火， 干粉灭
火器都用了十几个。“火烧得太快

太猛了，晚上风又大，车子还是烧
没了。”杨经理说，虽然事发半夜，
仍有不少业主自发参与救火，不少
人救完火后满脸都是黑的。

记者在火灾现场看到，停放电
动车一侧的墙面已被烧脱落，充电
桩机盒也完全被烧毁，并殃及一旁
移动网络电视等线路受损。

“可能是电动车自燃引起的，
充电桩有自动断电关闸的功能。”
充电桩公司维护工作人员翁师傅
说，去年8月份在小区安装了两台
智能充电桩，每天都有几十台车在
此充电。

物业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只有
4辆电动车受损业主过来报备，还
有3辆车业主没有联系。

■记者 张洋银

通宵守护11个“铁娃”，没空管自家娃
长株潭城际铁路上有位“铁妈妈” 连续两年保春运“零故障”

电动车充电半夜起火 7台车瞬间成骨架

1月31日凌晨，在长沙市雨花区鑫天佳园小区执行火警的
高桥消防中队中队长王健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幸好人没
事，辛苦了一整年，都想过个平安安全年。”

临近年关，不少市民已准备回家过年，而消防训练不停歇。
1月31日早上， 高桥消防中队日常200米负重跑训练照常进行。

“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快一秒，就多一分生的希望！”王健说。
据长沙市消防支队统计， 高桥消防中队

2018年共出警943次，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省“最
忙消防队”。 ■记者 张洋银

“没有最忙，只有更忙。”记者
在消防后勤基地采访时，一名中队
救援人员道出了心声。

“最忙的时候，一整晚都没睡
觉，要么在出警路上，要么在灭火
救援现场。”中队执勤班长罗闯清
楚地记得，1月19日22时， 中队熄
灯就寝，10分钟后警铃想起，他开
始出警。次日零时许大家返回，刚
躺下不到10分钟， 新的警情接踵
而至。一次又一次地冲锋上前，最
后一次出完警返回中队时， 天已
大亮。罗闯看了看时间，已经是早
晨7时了。

说到“最忙”，王健感触颇深。

“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中午消防员
拿起碗筷准备开餐， 还没吃上一
口，接到报警就冲出去了。回来刚
想吃饭，新的任务又来了。如果时
间允许，还能在外面对付几口，忙
起来就顾不上了。” 王健坦言，消
防员忙起来超乎想象， 有时一天
都是“马不停蹄”，时常从一个灭
火救援现场赶到另一个现场。“闲
暇”时，消防员还要参与训练。

2018年该中队共出警943次，
其中参与灭火扑救477次、抢险救
援145次、社会类救助294次、处理
其他警情27次。

一宿不睡忙救援

中队通信员田欣雨手机里仍
然保留着一条群众发给他的短信：
“谢谢你一直跟我不断联系， 让我
看到生存的希望……谢谢你……
不离不弃， 带我们安全到达地面
……”发短信的是美联天骄城小区
14楼的住户肖女士。一个多月前，
小区发生火灾， 肖女士被困在14
楼阳台。起火时，电梯关闭，田欣雨
走单号楼楼梯在13楼和15楼均未
找到被困的肖女士。又冲向双号楼
楼梯，徒步向14楼飞奔。整个过程
中， 他一直与肖女士保持联系，让
她不要害怕，等待救援。最后，肖女
士和数名被困群众均被转移到了
安全地带。

从消防兵到消防员，中队装备
技师、驾驶员覃健伟已经历了10年
的“消防生涯”。在一次水泥厂事故
救援中，覃健伟下井施救。井下空间
狭小，缺氧且粉尘遍布，他下井时感
到自己也“被困”了。然而在井下，覃
健伟还是把自己的空气呼吸器让给
被困伤员，与他一起成功脱险。

“每次将群众从火场或者事故
现场抢救出来，他们对我们的感谢
和肯定，都是我们消防员的职业动
力。”王健说，高桥消防中队全天24
小时执勤战备，全年守护在群众身
边。作为消防员，他们的共同心愿
就是新的一年能少出几次警、群众
能平平安安。

求平安成新年愿景

1 月 29 日
凌晨， 长株潭
城际铁路荷塘
站， 卢芳正在
测试机械室的
设备。
记者 和婷婷 摄

在11个“铁孩
子”面前，卢芳可谓
是完美妈妈， 无微
不至。 而面对寄宿
念小学的儿子三
三， 卢芳内心充满
了自责和愧疚。

三三的爸爸也
是一名铁路职工，
在异地工作。 每年
春运期间， 三三几
乎两三周才能见到
爸爸， 每个周末才
能见到妈妈。“考虑
到我们夫妻的工作
状态， 虽然孩子还
在读小学， 但我们
还是不得不把他放
在学校寄宿。”

今年春运第二
天， 卢芳接到了学
校医务室的电话，
三三发高烧到38.8
度。“电话响起的那
会儿，心里‘咯噔’
一下。”卢芳轻拭去
眼角的泪水，“当天
恰好是我值班，只
能拨通妹妹的电话
把孩子接回家。”

对自家孩子
充满愧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