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录正确，处理正确，应答正确。三正确

勤学习，勤问，勤溜线。三勤

三快

快接
市内电话接线5秒，长途台接线7秒；
快送
市内电话送信号一次不超过2秒；
快撤线
市内市外电话撤线8秒，接转时间1分至4分。

词条

提示

站在丹东市振兴区七经街和六纬路的十字路口，向西南角望去，一幢具有历史感的红
色砖楼默然矗立。这里就是安东市电报电话局的旧址。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线电话通
信系统首先面临战火的考验，敌机不断轰炸扫射，电话线路多次遭到严重破坏，安东市电报
电话局职工冒着生命危险坚守机台、抢修线路，保证了重要电讯的畅通。这条通信线路，是
抗美援朝战争前线与后方联络的生命线。当时，人们把它称为炸不断的“中枢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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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还有一条电话线
路同样是前线与后方联络的命脉，连接这
条生命线的就是安东铁路电话所。

在战争条件下，通信任务繁重，尤其
军事物资运输的通知丝毫不能耽搁，这对
电话所是个严峻的考验。铁路电话所的
电话班长王静彬带领全班人员改进通信
业务，逐步研究创造出“六三制”等工作方
法，工作效率大大提高。铁道部号召全国
铁路系统学习她们的工作方法，从而有力
地促进了抗美援朝工作。

今年7月7日，在丹东火车站附近的
大连铁路电务段丹东通信车间小会议室
内，77岁的苏增昌老人讲述了8年前他去
探访王静彬的经过。

十多年前，苏增昌从丹东铁路电务段

退休后一直搜集有关抗美援朝的历史资
料。2012年4月，他专程赶赴北京探访了
王静彬，“家乡人来看望她，已经79岁的
王静彬十分高兴，详细讲述了她的经历。”

1933年5月，王静彬出生于安东市官
电街。1947年4月，她在安东第四被服厂
当工人，给解放军做被服。1949年2月，
到安东铁路电话所任电话员，后任电话班
长。她说，当时电话所共有23名女电话
员，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人，其中有4名
党员，10名团员。

安东铁路电话所有3个市话台2个长
途台，由于整日整夜不间断地忙碌，难免
出现差错。怎样才能适应战时需要，最大
限度、最快捷地保证铁路运输通信的安
全，这一直是王静彬认真思考的问题。

她认识到抗美援朝的通信保障工作
单单靠勇敢、靠工作热情和干劲是远远不
够的，最重要的是把勇敢的精神和科学的
工作方法、严密的工作制度结合起来。

于是，王静彬运用平时工作积累的经
验，提出一套科学的工作制度“六三制”：
三快、三好、三勤、三不、三正确、三活。由
此，王静彬本人创造了万次接通电话无差
错的最高纪录，提高了电话所的工作效
率，还为战争时的铁路运输带来了巨大效
益，为战争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抗美援朝期间，离鸭绿江桥仅三百米
左右的铁路电话所，常常面临着敌机轰炸
的危险。

1950 年 11 月 8 日上午，防空警报拉
响，敌机来轰炸鸭绿江桥，电话所的小灰

楼被震得剧烈颤动，工作房间的天棚墙皮
被震得脱落，门窗玻璃四处飞溅，工作台
摇摇晃晃。

王静彬带领着电话班的姐妹们冷静
沉着地接转往来不断的电话。当听说鸭
绿江大桥被炸起火，她安排好电话台的值
班人员后，带领其他工友直奔江桥，和抢修
队员一起冲进烟雾中灭火。大火扑灭了，
王静彬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高度赞扬。

1951年，王静彬被授予“在敌机轰炸下
坚持工作岗位模范”，荣立大功一次，并被
选为全国铁路劳动模范，安东铁路电务段
电话所被评为东北铁路系统模范电话所。

后来，王静彬被派往沈阳、北京等地
学习，成为高级工程师。1988 年在北京
北方交通大学离休。

电话班长王静彬创“六三制”工作法

话务台前，安东市电报电话局话务班
的姐妹们沉着冷静地以最快速度接转每
一个长途电话……这一幕，被一张历史照
片定格。

7 月 6 日，在中国联通丹东分公司档
案室的展陈柜中，记者看到了这张黑白
照片。照片上话务员们的工作地点就位
于安东市电报电话局旧址三楼的一间办
公室。

7 月，两位同是 85 岁、当年都在安东
市电报电话局工作的老人，向记者讲述
了他们亲历敌机轰炸保护通信线路惊心
动魄的经历。

林科，抗美援朝战争时安东市电报电
话局机房的设备维护人员，无论环境如何
危险，他始终留守在电报电话大楼里；鲁
爱平，安东市电报电话局机要台的机要话
务员，她参与了整个战争期间军事情报电
话的接转。

1950年11月8日，敌机丧心病狂的轰
炸，让两位老人至今难以忘怀。

“那一天，敌机在头上怪叫，爆炸声连
成一片，电报电话大楼的玻璃大部分被震
碎了，工作台随着炸弹声不停地晃动。
我的两只耳朵也被震得嗡嗡直响，但我
们没有停下来，电话的接转丝毫不能耽
搁。”回忆起当天的情景，鲁爱平声调仍
然十分紧张。

从1950年6月22日到安东市电报电
话局上班起，林科一面跟师傅学徒，一面
维护机房内的自动电话机械。他说：“维
修机房内的自动机械设备，就像修表一
样，有100多个零件，上百根线，遇到问题
要随时进行焊接调整。敌机轰炸频繁时，
爆炸声十几分钟就响一次，尤其是晚上，
机房20个人三班倒。三楼话务班小姑娘
面对这么危险的情况始终坚守着岗位。”

据林科介绍，除了话务班、维修班，线

路班在抗美援朝期间对确保线路通畅也
起到了关键作用。

11 月 8 日，当敌机在鸭绿江大桥附
近狂轰滥炸时，通信线路被炸断。杆
线线路班接到紧急任务：他们务必在
13 时前，从镇江山（今锦江山）到鸭绿
江桥头架起一条通信线路。线务员张
智生在另外一名人员的配合下，不顾
敌机轰炸，在滚滚黑烟里架线。当他
伏在电线杆上挂最后一段铁线时，敌
机在他的头顶上轮番轰炸。突然，一
颗重型炸弹落在离张智生 100 米左右
的地方爆炸，弹片从他身边擦过，硝烟
熏得他头晕目眩，与此同时，又一颗炸
弹在离他 40 米左右的地方爆炸，烟尘
和巨大的波浪向他袭来，他差点从电
线 杆 上 摔 下 来 。 他 紧 紧 地 抱 住 电 线
杆，终于拧完了最后一个接线头，完成
了架线任务。

难忘1950年11月8日的战斗

通信设备的3次大搬家，都是在敌机
不断轰炸、扫射而通信不间断的情况下进
行的。

机务站（载波室）是通信的枢纽。“在
这 3 次搬家过程中，由于机器不够用，还
要保证通信不间断，工作人员采用机器来
回倒的办法，即开通这部载波机，再挪另
一部载波机，这样几经循环，尽管工作量
增加了几倍，但确保了搬迁与通信两不

误。”林科说，在架设电缆引入线时，白天
因敌机轰炸不能架，只能在晚上进行，又
因电力线被敌机炸断而没有电灯，大家就
一只手拿着蜡烛，一只手干。

这3次搬家，安东市电报电话局的工
人和干部所干的工作量比新建一个电报
电话局的工作量还要大。敌机轰炸如同
家常便饭，电话线路常常是炸了修，修了
又被炸，炸了再修。

今年7月6日，冒着细雨，记者辗转找
到了位于丹东市元宝区一座小山下的防
空洞，当年，机要话务员们就在这里坚守。

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鲁爱平和林
科都坚守在一线。1958年鲁爱平调到北
京工作。“机要台的4位同事中，现在只有
我和刘玉凤还健在，我俩经常回忆 70 年
前的那些事。去年我回丹东，还特意去看
了我当年工作的地方。”鲁爱平说。

机器来回倒的办法保证通信不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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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贾知梅

视觉设计 许 科

采访安东铁路电话所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不得不提到当时
该所电话班长王静彬，她被授予“在敌
机轰炸下坚持工作岗位模范”，创新制
定“六三制”工作方法，创造了万次接
通电话无差错的最高纪录。为了讲述
这段历史，记者辗转找到了从铁路部
门退休的苏增昌。他对抗美援朝战争
史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今年 7 月，在
王静彬曾经工作过的铁路电务段通信
车间会议室，苏增昌娓娓道来。

（图为记者采访苏增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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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制”工作法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安东市电报电话
局和广播电台都是敌机主要轰炸的目标。

“那时，一到晚上，敌人就在电报电话
局和广播电台周围打信号弹，给敌机提示
轰炸目标。”林科回忆说，为了确保通信畅
通和通信设备的安全，安东市电报电话局
进行了 3 次大搬家。由于机房的设备没
法儿搬走，只能留人看守，林科和几位机
房维护人员以及电力室的工作人员留了
下来，保障电话正常运转。“朝鲜那边的枪

炮声，我们听得清清楚楚，也知道侵略军
打到江边了，但我们向领导保证：机在人
在，即使机毁人亡也不后退，一定要保证
电话线路的畅通。”林科说。

1950年11月8日，敌机大轰炸后，安
东市电报电话局进行了第一次搬家，从七
经街旧址搬到八道与九道之间的水洞里。

“水洞里又潮又冷，为了防潮御寒，我
们先用木板横铺在水面上，然后再用木板
搭成房间，外线架好，通信设备都安装完

毕后，机要台就搬到了那里，4位机要话务
员一直坚守工作岗位。”鲁爱平说，那时她
们每天能接转数百通电话。

在水洞里工作到 1951 年春夏之交，
这时雨水增多，河水上涨，此处已经无法
保证通信设备的安全运行，机要台又从
水洞搬到八道沟附近的平房内。第三次
搬家是在 1951 年的冬天，年初施工的八
道沟防空洞工程基本完工，通信设备全
部搬入。

三次搬家确保通信安全畅通

人员数量
安东市电报电话局
话务班

共19名话务员

年龄结构

最大的23岁

最小的16岁

灵活运用回线，灵活操纵，灵活执行规程。三活

不闲谈，不错送电话，不接三股线。三不

态度好，联系好，节约好。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