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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
一列列飞驰的火车载着归心似箭的人们，
回家团圆。而在这背后，
是辛苦忙碌的铁路人，
为我们默
默守护着回家的路。

车站里走路最多和最少的人

记者 鲍晶 通讯员 祖韬

早上 8 点，南京火车站候车大厅门口，拎着大包小
包、拖家带口出行的人们熙熙攘攘，5 号安检口旁，身材
娇小的车站安检员张缘手持安检仪，熟练地在每位旅客
身上来回扫。
“上班一天也走不了几步路，就盼着能有时
间出去活动活动。
”
23 岁的张缘说。
入职两年，张缘每天工作时的活动范围是候车大厅
安检门到安检台不到两平方米的范围，从早 8 点到晚 6
点，
她几乎一步不离开安检口，
半小时对旅客进行手检，
半
小时盯着安检机对行李进行安检。站着的时间里，
张缘要
对进站旅客一个一个手检，
看乘客身上、口袋里是不是携
带违禁物品。短短几秒钟，
要完成旅客安检，
不能仅仅依
靠手里的仪器，更要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坐着的时间
里，
张缘也不是处于休息状态，
要紧盯检查行李的安检仪
屏幕。
“春节期间，
行李量是平时的几倍。天冷，
不能让旅
客卡在安检口，
安检既要快又不能出错。
”
张缘说。安检机
屏幕上显示行李物品的形状、
颜色，
如果有违禁物品出现，
机器不会报警，
感觉眼睛不够用，
就得拼细心、
凭经验。
“你
看，
这是打火机，
而且还不止一个。
”
张缘边说边通知旁边
同事询问是哪位旅客行李，
要求开箱检查。
就在距离安检口几十米的地方，是南京火车站 158
雷锋服务站，24 岁的客运员陈佳麟在这里迎来职业生涯
中第三个春运。
“ 阿姨，别着急，我马上去给你们改签车
票，你们在这里坐下来喝口水。”8 点半，刚刚交完班的陈
佳麟搀扶着一对盲人夫妻走进服务站，
安顿好，
火速飞奔
下楼到售票大厅办理改签手续。
“买的一大早去宣城的车
票，
下雪不好走，
到车站，
火车开了。我眼睛看不见，
老婆
身体不好，
急死了。
”
盲人李必忠说。一刻钟后，
陈佳麟气
喘吁吁地将改签好的车票放在李必忠手里。
“安心休息，
我
会提前送你们上站台。”
每天接送 100 多名困难旅客进出
站，
陈佳麟手里的对讲机响个不停，
哪里有需要帮助的旅
客，
哪里就有她的身影。记者注意到，
她手机上的步数记
录图呈现心电图形状，
哪天上班、
哪天休息，
一眼便能看出
来。上班的那天一般都是 3 万步起步，
稳居微信运动冠军
的位置，
她是车站里
“走得最多”
的人。

站台父子兵

曾英伦是南京站运转车间车场的一名值班员，
在值班期
间，
曾英伦偶尔能遇到同样在客运车间做客运员的父亲曾明
亮，
也时常能接到父亲通过对讲机发回的关于客流量及停车
时长的
“报告”
。2019年春运，
父子俩都坚守在工作岗位。
今年是曾英伦在南京站工作的第7个年头，
也是曾明亮
为火车站服务的第38个年头。对于曾英伦来说，
选择铁路行业，
不仅仅是因为喜
爱，
还深受父亲、
爷爷、
奶奶以及两位叔叔的影响，
因为他们都是铁路人。曾英伦说，
他从小就经常听到家里人谈到铁路上的事情，
觉得很有意思，
渐渐就爱上了这一行。
虽然都是在站台工作，但曾明亮与曾英伦因为要各自坚守岗位，很少能
遇到，即便偶尔能遇到，也只能远远看上一眼，鲜有交流。不过，曾英伦说，在
生活中，父亲很健谈，跟自己也有很多话说，
“父亲经常嘱咐我，我的工作岗位
很重要，
安全很重要，
不能有一点儿马虎。
”

小两口的五分钟除夕团聚

春节期间，许多劳动者奋战在各行各业的第一线，以特有的方式坚守岗位过大年。图 1：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正在为新生
儿做护理。司伟 摄 图 2：仪征市环卫工人在交通要道口清除积雪，保证道路交通畅通和市民出行安全。周晓明 摄 图 3：南京东车辆段徐州上行运用车间货车
检车员在雪地上对车辆底部进行安全检查。余爱国 摄

Today's news

新闻速览

我国登记社会组织超过81万
据新华社电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
理局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9 日，全国社
会组织数据系统显示全国登记社会组
织已超过 81.6 万个，其中民政部登记
社会组织 2300 个。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
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力度也越来
越大，已成为一支推动脱贫攻坚的重
要力量。据悉，民政部下一步将继续
为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提供方便、
创造条件，及时解决社会组织参与脱
贫攻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上升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
察院获悉，2016 年至 2018 年，全国检
察机关办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
资诈骗罪的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态
势。其中 2018 年，起诉涉嫌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犯罪案件被告人 15302 人，
起诉涉嫌集资诈骗犯罪案件被告人
1962 人。
据了解，
全国检察机关不断加大对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集资诈骗等非法集
资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
办理涉嫌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2016 年起诉
14745 人，
2017 年起诉 15282 人，
2018
年起诉 15302 人；
办理涉嫌集资诈骗犯
罪案件，2016 年起诉 1661 人，2017 年
起诉1862人，
2018年起诉1962人。
值班主任 鲍 晶 版面编辑 王 伟 本版校对 王 鑫

镇 江“ 送 温 暖 ”：
工会行程满 职工心里暖
本报讯（记者 范翊）春节前夕，
镇江全市各级工
公安执勤交警等全年无休、直接服务群众的一线坚
会组织开展以“工会相伴 贴心送暖”为主题的“送温
守者。扬中市总工会充分发挥工会“吾益志愿者服
暖”
活动，
走进基层，
贴近一线，
各具特色，
为职工群众
务队”
的作用，
将爱心年夜饭送到特困职工家中。在
尤其是困难职工群体送去
“娘家人”
的温暖与关怀。
该市烹饪协会的支持下，自 2015 年开始，工会每年
镇江市总工会在建设工地现场启动
“送温暖”
活
腊月二十四这天都会准备好一份份爱心年夜饭送给
动后，以特殊职工群体专场慰问作为今年工作重点，
困难职工群体，累计送出 500 多份。这些精心烹制、
先后开展农民工、公交司机、环卫工、交通辅警等专
品类丰富、满含爱心的饭菜总让困难职工们感受到
场慰问近十场，发放慰问金及慰问品合计近 20 万
浓浓的年味和工会的温暖。丹徒区总工会对慰问对
元。特别是总工会连续 21 年前往该市困难煤矿企
象、慰问标准及相关要求进行认真谋划，
尤其是充分
业开展慰问，
书写了一段佳话。镇江市总党组书记、
关注了在 2018 年环保攻坚战中关停企业的困难职
副主席卫锁宏现场动情地说：
“镇江煤矿企业有过辉
工群体，
走访 160 余户，
发放款物总额 20 余万元。
煌的历史，煤矿工人们为国家和地方建设曾经做出
镇江新区困难职工人数相对少，工会干部挨家
巨大贡献，
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目前职工生活遇到
挨户走进 41 户困难职工家中，将慰问金和慰问品直
困难，不少老职工还饱受职业病的困扰，
党和政府一
接送到他们手上。京口区总不仅关爱困难职工，还
直关心着煤矿企业的现状，工会作为职工娘家人也
对扎根生产一线、做出突出贡献的劳动者及基层涌
时时记挂着煤矿困难职工的生活，一定会尽力为你
现出来的先进模范人物进行慰问。润州区总则打出
们解困济难。
”
“文化牌”，联合区文联，邀请 10 余名书法“大咖”挥
丹阳市总工会突出“精准”，分级分层制定走访
毫泼墨，
现场为一线职工写春联送祝福，
还组织京剧
慰问计划，
分组实施走访慰问，
确保不漏、不错、不重
票友为职工送京剧表演。
一户。除了慰问困难职工群体外，还自筹资金 5 万
据悉，
在今年
“送温暖”
活动中，
该市各级工会共
元，走访看望了市政水下管道疏通工人、环卫工人、
发放慰问金及慰问品合计近 850 万元。

丈夫张秋飞是客运四班的站台值班员，妻子郭婷婷是客运一班候车室的
一名客运员。在繁忙的铁路春运工作队伍中，这对
“夫妻兵”
携手奋战在春运
第一线，
聚少离多，
毫无怨言。
今年，是小两口喜得千金的第一个新年，他们本该一同回家陪父母过年
守岁，但因为春运却不能。除夕夜，丈夫张秋飞值夜班，妻子郭婷婷上完白班
18：
30 才能下班回家，
无法在家中帮助老人忙过年的饭菜。
为了能送上自己对妻子新年的祝愿，
张秋飞上夜班前在家里亲手包了水饺，
趁交接
班短短的五分钟时间，
送到了妻子郭婷婷的手中，
就匆匆赶去岗位上开始了夜班的忙碌。
夜晚23:00左右，
一直在寒冷的站台上忙碌的张秋飞，
总算能抽出五分钟，
给
家里打个拜年电话。
“新年快乐！给爸妈拜个年！明天下班，
我就能回去陪你们吃
饭了！
”
他略带歉意的说。
“没事，
你安心工作，
越是节假日越是需要有你们的坚守，
安全最重要，
我们在家等你”
。简短的对话，
充满着浓浓的信任和理解。张秋飞挂
了电话便走上站台，
开始了夜间的忙碌。张秋飞说：
“春运是铁路重要的使命，
即
使我不能回家过除夕夜，
能为春运做贡献，
能让更多的家庭团聚，
是值得的！
”

江苏紧急部署做好雨雪冰冻天气应对工作
本报讯（鑫华）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8 日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
各部门切实做好雨雪冰冻天气应对工作。
2 月 7 日起，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雨雪天气，其中沿江和苏南地区大到暴
雪。根据天气预报，
10 日，
苏南地区有中到大雪，
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雪，
大部分
地区有冰冻。目前正值春节假期返程高峰，省内多条路段出现持续饱和运行
状态，
雨雪冰冻天气将给春运及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通知要求，
各地各部
门要把保证交通运输安全畅通作为首要任务，及时启动雨雪冰冻天气应急预
案，认真落实各项应对措施。公安、交通运输部门要加强道路巡逻和路面保
障，
组织力量及时除雪除冰，
全力保障城乡道路尤其是高速公路和国省干道安
全畅通。要高度重视恶劣天气下的安全生产工作，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
管，
严厉查处交通违法行为，
加强车辆防滑防冻措施，
坚决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通知强调，要着力维护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确保生活必需品不
断档不脱销。做好供水、供电、供气、公交、通讯等保障工作，重视抓好农业防
灾抗灾工作，尽力降低雨雪冰冻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高度重视雨雪冰冻天气期间的应急值守工作，落实 24 小时值班和重要时段
领导带班制度，确保指挥通信联络畅通。认真抓好保安全、保民生工作，把雨
雪冰冻天气可能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老记者追踪报道残疾人 稿费奖金悉数捐献暖人心
本报讯（通讯员 蒋敏）在新春佳节来临
前夕，
《宜兴日报》社已退休的记者丁焕新冒
着彻骨寒风骑着摩托车来回约 60 公里，将从
《江苏工人报》获得的 1880 元的稿费、奖金送
到宜兴市高塍镇志泉村残疾人王小凤家中，
在隆冬中给这个贫困之家献上温暖。
今年 52 岁的王小凤是一位重度残疾人，
全身强直，左臂截肢，但她用指间夹着小竹棍
轻按键盘打字，以坚强的毅力创作诗词，作品
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出版诗集《浅水芦苇》于
2017 年荣获无锡市文学最高奖——太湖文

学奖。
《宜兴日报》社原摄影记者丁焕新 10 多
年来跟踪采访王小凤，在《宜兴日报》上多次
报 道 她 自 强 不 息 的 事 迹 ，感 动 了 许 多 人 。
2018 年 11 月，丁焕新退休后，将多年来拍摄
的有关王小凤的图片进行归纳、整理，并结合
新拍摄的图片向《江苏工人报》投稿。12 月
22 日，
《江苏工人报》副刊——《慢生活》以
《残疾女诗人王小凤：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寻
找诗与远方》为题，用两个整版的篇幅进行了
报道，图文并茂，感人至深。此稿在《江苏工
人报》2018 年“南化杯”新闻摄影季赛中荣获

一等奖，丁焕新将 380 元稿费、1500 元奖金
悉数捐献给王小凤 ，
以表达对她的敬意。
值得一提的是，丁焕新常年情系贫困群
体，
前几年将拍摄有关残疾人和遗体捐献等方
面的新闻题材而获得的 15000 多元奖
金捐给残疾人和遗体捐献者家人，
奉献
爱心，
展现了一名老记者高尚的精神境
界，
受到社会广泛好评，
先后被评为宜
兴市助残先进个人、
宜兴市级机关优秀
共产党员、
宜兴市新闻战线
“走、
转、
改”
活动先进个人、全国地市报新闻摄影

“十杰”
摄影记者、
无锡好人等荣誉称号。去年
11月，
他还把在无锡市残疾人事业好新闻评比
中获得的 3 个奖共 1600 元奖金捐献给宜兴市
残联，
用于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教育。

劳模工匠风采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