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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声辞旧岁，欢欢喜喜迎新年。春节，在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意味着回家团圆。每到春
节，为了保障旅客回家吃年夜饭，为了千家万户的
团聚圆满，在东航江苏公司，总有众多民航人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总有无数个空勤家庭在背后默默付
出。

提前开席的年夜饭

当人们在万家灯火中包饺子、贴对联、看春晚
时，东航江苏公司飞行三分部的飞行员蒋建鑫却告
诉他的妻子和孩子：“宝贝们，春节期间我还是挺
忙，不能在家里多陪你们了。”

说到春节，蒋建鑫坦言，在自己眼里，只有飞行
日和非飞行日之分，而没有工作日和节假日的区
别。他笑着说，他们全家人都已经习惯了“飞行员
节奏”，他们家的年夜饭通常都是在腊月二十八或
二十九开吃，总比别人家要早上一两天。

腊月二十九晚，吃完提前开席的年夜饭之后，
蒋建鑫就马不停蹄地回到工作岗位，执行了南京至
曼谷往返的包机航班，大年三十下午才返回南京。
大年初二一早，他又踏上了飞行的征程，后续几天
都将在北京过夜，直到大年初五晚才能回到南京。

蒋建鑫在2006年 9月加入东航江苏公司飞行
队伍。12年的飞行生涯一路走来，他体验到了一
名飞行员的酸甜苦辣，同时也体会了一名飞行员所
担负的责任和使命。与普通人眼中光鲜亮丽的印
象不同，现实生活中的飞行员有着诸多辛苦和不
易。今年是蒋建鑫经历的第13个春运了，但能够
在春节期间回家和家人团聚的时刻却屈指可数。

“儿子已经7岁了，可是在他出生后没有一个年是
能陪他过的；父母在北京，过年期间虽然在北京过
夜，但因为每天都早出晚归，只有正月初六休息了
才有时间再回北京去看望他们。”话语中不免带着
一丝苦涩和愧疚。在单位，他是飞行教员、是安全
标兵、是先进个人。在家里，他又何尝不渴望做一
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呢。

但是，为了实现旅客们的团圆梦，他选择坚守
在工作岗位的第一线，把每一位旅客的生命安全放
在心头，把对家人的一腔思念都深埋心中。因为他
深知，自己肩负的不仅是保障航班运行的安全，还
有保障千万旅客与家人团聚的重任。他始终秉承
着“越是节日，越要专注”的理念，一如既往地严格
执行SOP，无论是飞行计划、绕机检查还是起飞准
备，都做到一丝不苟、从不懈怠。

尽管今年又是一个不能陪伴家人的春节，蒋建
鑫却说：“许多飞行员都跟我一样，觉得对家庭有所
亏欠，但当飞机平安落地，看到旅客顺利回家和家
人团聚时就会觉得特别感动和自豪，所有的付出就
都是值得的。”

机务小哥鲁毅天的首个岗位春节

东航江苏公司飞机维修部的鲁毅天是2018年
的新员工，家住新疆库尔勒市。今年是鲁毅天工作
以后的第一个春节。虽然车间每年都会照顾新入
职的外地新员工，但是由于离家较远且没有直飞航
线，鲁毅天还是决定这个春节留在南京与车间的师
傅们一道战斗。

春节对于小鲁而言，有别样的意义。因为他是
1996年的腊月二十九出生的，那一年农历没有年
三十，所以他的生日就会选在除夕那一天过。而更
巧的是，小鲁的奶奶也是除夕夜生日。所以，春节
对于他们这个温暖的家又多了一重含义，更饱含了
浓浓的亲情。

作为一名东航航线维修人员，对春节最大的期
待，首先是希望自己维护的飞机可以起落平安，顺
利完成春运航班保障任务。他说：“等忙过了春运，

我打算休一次假，回趟老家，看望一下家人和朋
友。”现在，他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一年里自己能
够陪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所以要珍惜和家人在一
起的时光。

第一次不能回家过春节，鲁毅天打算首先跟着
师傅完成好春运期间航班的维修保障工作。他说，
今年有一点比较幸运，年三十休班，可以和同届同
事拼桌吃个年夜饭，能在公司的人才公寓里和家人
隔空一起看个春晚，也算是拉近了心理上的距离。

吃着部门节前送来的慰问品，鲁毅天聊起了他
这个新人对机务的认识，他概括为“责任”。机务的
职责是保证航班安全运行。

在这半年多的航线维修工作中，从师傅和同事
们的身上，学到的更多的是严谨与负责。在以后的
工作中，他会努力提高业务水平，与各位前辈们和
小伙伴儿一起共同保障航班的运行安全，将每一位
旅客安全送达。

父子飞行员的春运心声

张微微与张若潮，是东航江苏公司的一对“父
子飞行员”。

父亲张微微是一名“五星机长”，累计安全飞行
21160小时，曾担任过空军试飞员的他如今是资深
的机长和教员，见证了一批批飞行员的成长。其中
最让张微微自豪的是，儿子张若潮也追随他的步
伐，成为了一名飞行员。

张微微1979年参加高考，被选拔到空军工程
学院学习航空仪表和电器专业。他当年的毕业设
计是自动驾驶仪故障诊断，和今天的 A320 飞机
ECAM（飞机中央电子监控系统）程序很相像，如
果不是在毕业那年幸运地通过招飞成为一名飞行
员，他笑着说，“也许ECAM就会首先出现在中国
了。”

航校毕业后，张微微在西北战斗部队飞行了10
年，又当了3年试飞员，其间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
一次。他在西飞成家立业，带着给孩子提供良好学
习条件的想法，1998年，选择回到家乡江苏。

张微微到东航江苏公司报到之时，正是公司引
进A320之际。当年10月他被派到法国图鲁兹改

装，12 月就开始飞行，2001 年 3 月被聘为机长，
2006 年被聘为教员，2010 年被聘为高级教员，
2011年被聘为公司检查员，2013年被聘为局方委
任代表。2015年公司开通洲际航线南京-洛杉矶
航线之前，张微微作为首批机长完成了由中型飞机
到大型飞机空客A330机型的改装。

已经五十开外的张微微英语很好，这在同龄飞
行员中比较少见。他有语言天赋，后天也很勤奋。
年少时家长和亲友就鼓励他学好外语。后来他把
飞行作为一生的职业，英语作为职业技能要求，学
英语就变成了习惯，现在他还每天收听英文广播。

从孩童时期开始，张若潮就一直以父亲的职业
为豪，对飞机和蓝天的兴趣让他早早就立下心愿，
要成为和父亲一样的优秀飞行员。

在张微微的印象中，张若潮明确表示今后要当
飞行员是在初三阶段，本以为他还小，这只是想法
而已。哪里想到少年的张若潮就非常认真地开始
向着这个目标努力。他对照招收飞行员的标准，除
了认真学习文化课，尤其注意保护自己的视力，坚
决放弃了小男孩喜欢的电子屏。后来去检查视力，
医生建议他做针灸治疗，他就定期去针灸。张微微
也很惊讶，张若潮在无人督促的情况下，居然坚持
自己去做针灸治疗了相当长的时间。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1年，经过层层选拔，张
若潮考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技术专业，终于靠
近了儿时的梦想——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民
航飞行员。

今年春节是张若潮进入公司的第四个春节，也
是第一次驻外过春节。他明白，虽然春节是一个阖
家团圆的节日，但是不能回家过年对于民航人却是
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

“算了一下今天一共送了457个身在他乡的人
回家过年”，受益于父母从小对他的教育，张若潮感
到自己春运期间一点小小的牺牲，可以让更多在外
奔波的人回家过年，还是很有价值的。

“万家团圆是我们的心愿！”此时的张微微和张
若潮，以及东航江苏公司众多的飞行员们，正在不
同的航班上，用他们专注的工作状态，无声地说出
他们内心真挚的愿望。

这里，是远离扬州市区60公里之外的江苏油田的一个油区，
也是江苏油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邵真捞油分部采油组职工许志刚
和父亲共同“工作”、居住的地方。曾经热闹的采油队老队部，如今
却只剩下他们爷俩。许志刚带着双目失明的父亲坚守在这里，为
祖国建设事业贡献石油。

今年45岁的许志刚1993年学校毕业后就来到油区工作。这
些年，虽然经历了单位改革、家庭变故，但他仍旧保持当年的初心，
成长为江苏油田矿业开发有限公司邵真捞油分部采油组副队长。
平日里，他和9个同事管理着17口油井，一口注水井和一个集输
站。这一干就是整整25年。

吃苦耐劳、技术全面的许志刚曾经有几次离开这里的机会，但
他都放弃了。他说，不离开这里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对这里的一
切太熟悉了，什么事都能了然于心；另一方面是因为双目失明的父
亲。

2013年，许志刚的母亲病逝，本来仅仅是眼睛失明的父亲开
始变得异常焦躁，且天天要粘着他。没办法，他只能开着自己的车
子带着老父亲一起上井，我干活的时候就把老人留在车上。后来
才知道，父亲得了抑郁症。

“刚开始，我一个大男人也不知道怎么弄，每天早上4点就要
起床，为爸爸打水、穿衣、烧早饭，清理坐便器。”回忆起当初的情
景，许志刚无奈地笑道：“那时候真没办法，很多事情我也在摸索，
中午来不及做饭，我们爷俩就用压缩饼干对付着。”到了晚上，就陪
父亲听听新闻联播，给父亲读一会儿报纸、杂志，待父亲睡着后再
开始准备第二天父亲要吃的药和饭菜。因为要照顾父亲，他自己
都记不清上一次去城里是啥时候。

许志刚说，每每觉得压力大时，自己就会躺到父亲床上，这时
老父亲就会来回摸着他：“对不起，儿啊，我连累你了。”而他则和父
亲打趣说：“现在幸福多了，原来我早上4点就要起床了。”

如今，许志刚和父亲的生活磨合得十分默契。每天晚上，他都
会准备两套早饭，因为父亲晚上和第二天早上想吃的经常不一
样。父亲爱吃青菜，他就在宿舍楼的后面种了一片菜地；父亲怕
冷，但空调遥控器又看不见，他就把屋子的空调打开，冷的话门开
大一点，热就关小一点。

家庭生活的重压没有影响到他的工作，相反，因为住的地方靠
得近，许志刚每天总是队里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12月初的一
天，气温降到了零下。夜里，纪5站分离器出现工作异常。凌晨12
点得知情况后，许志刚立马去调整工作参数。这样的情况，在许志
刚看来习以为常也不值一提：“我的工作就是这些，不会因为照顾
父亲而怠慢工作。”

她不做表面功夫，坚持把社区工作做实做牢，切实帮助老百姓
解决各种难题；她不求立功受奖，坚持无论大事小事，都力求亲力
亲为并做到让群众在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幸福安康的生活；她不
仅把社区工作做的井井有条，更不辜负那一份强烈的家庭责任感，
默默无闻地为家庭操劳，关爱体贴丈夫、教育辅导儿子，做到了大
家小家的兼顾。她就是常州市天宁分局红梅派出所的社区民警李
杏。

今年41岁的李杏，2016年 8月从广西调来常州，是一名警龄
18年的“新”民警。她把根深深扎在社区，把情源源融入社区，极
大的提高了社区百姓的幸福指数和安全感。

在广西工作期间，李杏就因工作成绩突出，连续五年被评为先
进个人。到常州后，李杏面对的是生活上的新环境、工作上的新挑
战。她管辖的社区是老小区，居住的大多是本地的老年人，语言不
通是开展工作的第一个“拦路虎”。生活、工作之余，她抓紧点滴时
间恶补，经常拉着协管员上门，边走访居民边熟悉本地语言，仅用
了两个月时间就把社区民警知晓率提升了10个百分点。

2018年8月，李杏在入户走访时，了解到红梅东村一居民与楼
上邻居有噪音纠纷，一方是爱唱歌的独居老人，一方是需要休息的
产妇和三班倒的小伙，双方多次交涉甚至有过激行为，幸好李杏和
辅警及时赶到，才没有大打出手。事后，李杏时刻惦记着这起小矛
盾，隔三差五就电话联系了解下情况，连回家路过时也不忘上门看
看、劝解两句，最终以她耐心细致的劝导，让两家各退一步，成功化
解了这起邻里纠纷。

凭借自身踏实的工作作风、不服输的工作精神和兢兢业业的
工作态度，李杏在短时间内就进入角色、融入工作，无论是社区工
作还是巡逻接处警，都干的有声有色，得到了领导、同事和辖区群
众的认可和赞许。

李杏既是警察，也是军嫂，她的丈夫是一名空军飞行员。
“你在蓝天展翅翱翔守卫国家安宁，李杏用脚步丈量大地保卫
百姓安居。”这是她与丈夫刘集胜在 2002 年结婚时的约定。16
年来，她默默为家庭操劳，关爱体贴丈夫、教育辅导儿子、和睦
相亲邻里。

刘集胜为了国防事业，经常出差训练，完全顾不上家庭。春夏
秋冬，风风雨雨，她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分居之苦，用瘦小的身
体撑着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忙碌了一天下班回到家中，还要扛起
繁重的琐事，电路坏了，煤气停了，孩子生病了身边却连个帮手都
没有……她也曾埋怨过，也曾流泪过，但仍默默承担了这所有的一
切。她说：“我的付出就是要解除丈夫的后顾之忧，让他全身心投
入工作，为更多的人带来安宁和幸福。”

作为母亲，她全力承担起儿子的抚养教育责任，倾注了大量心
血。作为媳妇，她极尽孝道，以此来抚慰丈夫忠孝不能两全的遗
憾。她每周打电话给公婆，嘘寒问暖，每月都寄钱为老人买营养
品；逢年过节和季节转换的时候，她自己舍不得添件新衣服，却总
是忘不了给老人邮寄新衣。

就是这么一株盛开在红梅街头巷尾的“杏”，散发出独特的清
香，香在老百姓心里。

“新年好啊！”“请带好随身物品，要开开心心、平
平安安地回家过年。”每到一站，驾驶着555路公交车
的徐广宝都会热情地和上下车的乘客打招呼，今年春
节，他又是在岗位上度过的。今年54岁的徐广宝是
南京扬子公交高新公司555路驾驶员，开公交车31
年来，他没有一个除夕在家与家人团聚，而他家距离
单位步行时间只需5分钟。

“过年了，车子要装扮装扮！”徐广宝把车厢当成
家一样布置，贴“福”字，贴窗花，车厢里充满浓浓的年
味。因为家离单位近，徐广宝主动要求开末班车，让

同事尽可能回
家团圆。没有
和家人团聚的

“年夜饭”，徐
广宝出发前只
用了5分钟就
将一盒饭菜全
部吃完，然后
就开始认真检
查车况、清洁
车厢，每个角
落 都 仔 仔 细
细。

从下午4
点到夜间 11
点40分,徐广
宝一直坚守在
岗位上，他驾
驶的车辆途经
南京火车站，
尤其在春运期
间，很多提着
大包小包匆匆
赶路的乘客更
显 得 脚 步 匆
匆，他总要提

醒大家注意安全、不要拥挤,“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慢
一些,能等我都等一等的。”徐师傅说。

正因为徐师傅的用心和细心，很多乘客都是徐师
傅的老熟人了，在春节期间，老乘客看到徐师傅都会
向他道一声“徐师傅，新年好，辛苦啦。”有的乘客还特
地到站上给徐师傅送来了糖果。

“因为我长期开末班车，那些固定老乘客都会留
下联系方式，他们不坐车的话会事先发消息告诉我，
免得我担心。过年了，他们晚上在家团聚不坐我车
了，还给我发来祝福。”徐师傅提起这些，很开心，他说

这种感情是金钱都买不来的。这正是他30多年来兢
兢业业付出的最大收获,也是精神上不断鼓舞他前进
的动力。

温暖的555路公交，伴随着除夕夜璀璨的灯光，
一趟一趟行使着。傍晚7点左右是最空荡的时间，大
家都在家里团聚吃饭，车上偶尔有几位乘客，就好像

“包车”了一样。尽管路上很空旷，但到了斑马线前，
徐师傅还是会踩下刹车减速慢行，这是他的职业习
惯。徐广宝师傅陪伴很多人安全踏上“回家路”，而自
己却到凌晨才回到家。

工作以来，徐师傅几乎没有和家人吃过年夜饭，
也很少看春晚直播，都是第二天看的重播。徐师傅说
家人非常理解支持他的工作，除夕那天都会事先准备
好爱心晚餐，车队也会准备饺子和排骨汤。“虽然缺席
了和家人的团聚，但陪伴那么多乘客顺利回到家中，
我觉得我们的辛苦是值得的。” 当问及徐师傅的新
年愿望，他笑了笑说：“还是老样子，把车开好，把每个
乘客都平平安安送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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