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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准鄂铁路黄河特大

桥，全长4910.36米，最高桥

墩达 66 米。桥的一端位于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另一

端位于鄂尔多斯市。一座大

桥，连接两座城市；一条铁

路，横跨黄河两岸；一名警

察，四季无休，守护着大桥

的平安、铁路的畅通。

今年27岁的邢宏锴是

托克托东火车站派出所的

民警，自 2018 年成为一名

铁路警察，他就与呼准鄂铁

路黄河特大桥“结了缘”。

2月21日8时许，邢宏

锴与巡防队员从派出所出

发驱车前往呼准鄂铁路黄

河特大桥的北端，下车沿

该桥徒步走2公里，检查护

网、提示牌是否完好，然后

再开车 30 公里到桥的南

端，下车徒步2.4公里向黄

河南岸巡视，之后原路返

回。“我刚参加工作就开始

负责巡桥。当初是有师傅

带着，我第一次看这个桥，

就感觉太高了！这怎么巡

啊？师傅带着我，先是开

车，然后徒步，之后再坐火

车，这才巡视完。”邢宏锴

说，巡桥普通，却很重要，

只有在巡线中才能发现问

题。站在桥下抬头望去，十

多分钟就有 4 趟列车飞驰

而过。

呼准鄂铁路黄河特大

桥作为中国铁路呼和浩特

局集团有限公司重点要害

部位，是呼准鄂铁路的咽

喉，每天有十几趟南来北

往火车经过这里。托克托

东火车站派出所担负着巡

查、管控的职责。因为桥梁

跨度、位置的特殊，要想巡

查好这座桥，不是简单的

“走一走、看一看”就能解

决的。

依据季节的变化和周

边村庄生活习惯，邢宏锴

每周 3 次巡查时间是不固

定的。邢宏锴说：“桥到了

山那儿，基本和山平行了，

那是我重点检查的部位，

万一有人从那儿跳进去在

钢轨上摆放一些东西，火

车运行的速度这么快，后

果真是不堪设想。”

呼准鄂铁路黄河特大

桥上的铁路线是全封闭的，

邢宏锴无法进入线路内。走

路到不了的地方，他只能用

望远镜观察桥上设备与槽

道绑扎情况。在零下 20 多

摄氐度时，邢宏锴即使带着

厚厚的手套，拿着望远镜的

手仍是冻得发抖。

“立春之后，天气好多

了。在冬季最冷的那几天，

室外零下 30 多摄氏度时，

多功能大衣也挡不住刺骨

的寒风。我巡线时穿最厚

的鞋，戴最厚的手套，就这

样也不行，还是能冻到骨

头里。下雪的时候，雪花渗

进脖颈，更是透心冰凉。”

邢宏锴说，随着天气转暖，

看山里春风抚绿，也可以

缓解巡线中的枯燥。

4个小时，邢宏锴和巡

防队员把线路两侧都巡视

了一遍，因为已经过了午

饭时间，他们只能在汽车

里吃自己带的面包。邢宏

锴举着手里的面包说：“这

都习惯了，夏天还好，过了

饭点儿就坐在黄河边吃点

自己带的干粮，感觉还挺

好。这一到冬天，气温低、

风大，放在汽车里的面包

回来都冻硬了。”

2 月 22 日一早，邢宏

锴又登上列车与工区技术

员利用高速摄像机进行录

像，细致勘察大桥情况。在

从准格尔返回托克托的列

车上，邢宏锴把这两天的

巡查情况记录在笔记本

上。3 年时间，工作情况记

满了厚厚的笔记本。这是

一份辛勤的付出，更是一

份平安的守护。

春运是铁路民警最忙

的时候，邢宏锴3年春节都

是在岗位上度过的。在邢

宏锴和托克托东火车站派

出所其他民警的一同努力

下，跨黄河特大桥自 2015

年10月建成以来未发生过

一次影响铁路运输安全的

事件。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首席记者 刘晓君

第107例
90后扶贫干部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王利军） 2月

23日，来自呼伦贝尔的红十字志愿者郭先生完成了造

血干细胞捐献，为一名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小朋友

送去了生的希望。他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第107例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

郭先生出生于 1992 年，是一名扶贫干部，2015

年 6 月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捐献当天，郭先生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

资本，希望患者早日康复，也希望她能将这份爱心传

递下去。”

造血干细胞捐献与移植是目前治疗白血病、再

生障碍性贫血等重症血液疾病最有效的手段，是拯

救生命、传递人间大爱、造福人民群众的一项生命工

程。内蒙古自治区红十字会于2004年启动造血干细

胞捐献工作，截至目前，加入中华骨髓库内蒙古分库

志愿者有47939名。

捐献造血干细胞是否会对身体有损伤？内蒙古

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采集室主任尹文杰表示：“身

体内 95%的造血干细胞处于安静状态，只有 5%在

‘工作’，这 5%的造血干细胞能完全满足人体造血

功能，只需采集体内四十分之一的造血干细胞，就

能实现捐献目的。造血干细胞具有高度自我更新、

自我复制能力，捐献 1~2 周内，血液中各种成分可

恢复到原先水平。捐献造血干细胞安全、科学，无损

健康！”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张巧珍） 2

月23日11时24分，乌海市

海勃湾区滨河区中山大厦

东门，一男童因贪玩好奇，

将手伸到即将关闭的玻璃

旋转门缝隙处，导致胳膊

卡入旋转门内久久不能脱

困，危急时刻，消防员及时

赶到，将男童成功救出。

“我们接到报警后，立

即出动 1 辆消防车 6 名消

防指战员迅速赶往现场。”

2 月 24 日，乌海市消防救

援支队滨河消防救援站消

防员绉存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到达现场后，现场指

挥员通过询问其家长得

知，在进入大厦的时候，孩

子出于好奇将手伸到了即

将关闭的旋转门缝隙处，

在旋转门的惯性下，门在

向里旋转了30厘米后才停

了下来，导致一只胳膊卡

入旋转门内，尝试多次都

无法取出胳膊，只好报警

向消防员求助。

观察现场情况后，消

防员一边安抚男童，一边

开 始 进 行 救

援。由于胳膊

被卡入旋转装

置与玻璃门之

间的缝隙，如

果使用液压扩

张 器 进 行 破

拆，将花费更

多时间，且孩

子手臂被挤压时间太长，

可能导致血液不流通的时

间越长。于是，指挥员决定

采用人力加宽缝隙不破除

门的方法进行营救，将孩

子的衣物剪开，利用衣物

与手臂之间的空隙，再加

上人力加宽缝隙，11 时 48

分成功将被困男童手臂抽

出。

新报讯（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 张巧珍） 2

月 23 日，一辆小型汽车行

驶至乌海市海南区公乌素

收费站附近突发自燃，大

火和浓烟迅速吞噬车辆，

严重影响收费站附近车辆

车安全。乌海市消防救援

支队紧急行动，历时 20 分

钟将火扑灭。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

现，一辆红色的轿车停在

通往收费站的通道上，正

处于猛烈燃烧阶段，现场

浓烟滚滚。”2 月 24 日，当

日出警的乌海市消防救援

支队公乌素消防救援站的

消防员王宇回忆，为了避

免发生次生灾害，消防员

立即疏散周围群众和车

辆，撤离至安

全位置。随后，

灭火组出一支

水枪开始对发

生自燃的车辆

进行灭火，明

火扑灭后，为

防止复燃，消

防员又撬开车

辆引擎盖，对

发动机舱及油箱部位进行

冷却降温。经过 20 分钟的

扑救，大火被成功扑灭，除

着火车辆外，无人员伤亡

和其他车辆损失。

耄耋老人
13年
为红会捐款
近两万

新报巴彦淖尔讯（北

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白

忠义） 2月22日，一位白

发老人来到巴彦淖尔市乌

拉特 前 旗 红 十 字 会 ，将

1500 元交到了红十字会

工作人员手中，这是当地

红十字会春节之后收到

的第一笔爱心捐款。这些

钱大部分是今年春节期

间晚辈们孝敬她的，老人

全部捐出，希望能够帮到

更多困难群众。

王 爱 光 ，1936 年 出

生，1967 年入党，是一名

人 民 教 师 。从 2008 年 开

始，退休的王爱光便开始

了她的爱心“马拉松”之

旅。2010 年，她加入乌拉

特前旗红十字会队伍，成

为 红 十 字 会 的 会 员 。从

2011 年开始，王爱光坚持

每 季 度 捐 款 ，从 未 间 断

过。13 年间，王爱光老人

累计捐款近两万元。谈到

为什么要坚持捐款时，这

位耄耋老人说：“每个月

工资我花不完，也舍不得

浪费，拿出来一点来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非

常有意义。帮助别人的同

时，我自己也享受到了一

份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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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家车行驶至收费站时突发自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