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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5日 星期二 特别策划建设崇德向善建设崇德向善、、文化厚重文化厚重、、和谐宜居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文明城市人民满意的文明城市。。

春节是合家团圆的日子，忙碌一年的人们都盼望和亲人团聚，守岁迎新。特别是除夕夜，当守岁的爆竹声声响起，千家万户都沉浸在吃团圆饭、看春晚、走亲访友的喜悦中，享受着与家人团聚的美好时刻。然而，总有一群特殊岗位上的人们，为了“大家”，舍弃“小家”，默默地坚
守在工作岗位上，为千家万户的团圆和美满奉献着自己的责任担当。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付出是为了“让更多人安心过年”，正是他们的付出，这个春节又增添了一份温暖，也是因为他们的守护，这个春节显得格外祥和。

敬业刻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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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请配合查酒驾……”晚上
9点开始，川港派出所交通管理中队
的民警李真真和同事们又来到当天
的排班路口对司机进行酒驾检查。
吹气、通行，重复的动作在春节期间
的每个夜晚都要重复上百遍（见上
图，周婷婷 摄）。

今年31岁的李真真是江苏徐州
人，2013年从学校毕业后来到通州
工作。今年，李真真除夕夜仍然在路
面执勤，“去年回老家了三天，其中两
天在路上奔波，今年是真的不能和父
母一起过年，幸好他们也都很理解
我。”李真真告诉记者。

从腊月二十开始，一直到正月十
五，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是通州交通
压力最大的时候。所有交警需全员

上岗疏导交通。尤其是过年期间，白
天上完班，晚上还要接着值班，这对
他们来说，每一天都是考验。“车比原
来至少多了三分之二，车流量增加
了，交通压力、安全管理压力也大了，
我们最担心出事故。”李真真说，“驾
驶员不遵守交通规则，不按规定车道
行驶或者超速、超员，出了事故我们
得忙活大半天。”

除了维护交通秩序，李真真还要
和同事一起在辖区路上巡查。在巡
查过程中，他们时刻注意着路上的车
况，对违规的司机进行劝导或者处
罚，检查各种防护栏、信号灯，发现问
题及早维护。“每年春节期间我们会
对道路加装护栏，就是为了防止车辆
突然掉头，一旦掉头就会对双向交通
都造成影响。”李真真说。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认认
真真履行职责，我们的心愿是用我们
的付出换来大家的平安。”坐在巡逻
车里，面对循环变换的红绿灯，看着
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李真真觉得这
份坚守再苦再累也值得。

当寓意吉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
起，当温馨祝福的话语溢满四周，当
走亲访友的车流涌入街道，总会有一
抹耀眼的亮黄色以马路为家，与车辆
为伴，顶着寒风，24小时值守在十字
路口，指引着一条条平安归家路。

记者周婷婷 通讯员高莉雯

春节期间，当许多人与家人团
聚、共享天伦之乐时，有这样一群环
卫保洁员，他们把过年的地点选择在

“马路上”，在自己的岗位默默坚守，
用他们的“脏”换来环境的美。

大年三十的清晨，人们还在酣
睡，67岁的环卫工人张美英与平时
一样，凌晨5点就起床工作。“我从新
雁村的家骑车到镇区上班，一路上几
乎碰不到人，感觉整个街道还没醒过
来。”严寒酷暑，冬去春来，她已经习
惯了这种坚守，习惯了其中的艰辛。

这已是第十八年张美英在马路
上过春节了。“春节里，街面垃圾会比
往常更多，作为集镇美容师，能让大
家在新春上街时看到干净整洁的环
境，我就开心了。”张美英笑着说。在
十总镇镇区的康居路上，张美英一手
拿着垃圾夹子、一手拿着簸箕（见右
图，曹抒雁 摄）在认真清扫路面。这
些天，她每天都比以往要早起一点，
以便更早地投入工作。她说，越到节
假日，保洁工作越是繁忙。为了让居
民干干净净迎接春节，每年大年三
十，她和同事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
点，才匆忙赶回去吃年夜饭。

张美英负责镇区农民集居点和
商业居住小区保洁工作，居民多，商
户多，自然保洁工作量大。尤其这段
时间的人流量比平时多，路上的烟

头、纸屑和垃圾袋、鞭炮屑更比平时
多，因此她一刻也闲不下来，每天打
扫的垃圾能装满几车。“干我们这行
也容易犯职业病，每天扫到下午我都
会腿痛腰酸，但工作总不能不干呀，
我就坚持着。”与张美英谈话，听不到
埋怨和牢骚，就算是腿累了、手僵硬
了，她也坚持先把工作做完、做好。

这天，张美英还收获了一份小感
动，下午她正在马路上工作，镇上特
意把春节慰问金送到她手里，小小的
红包让她感到了一种别样的年味。

记者曹抒雁

春节到了，千家万户都忙着过年，
南通移动通州分公司的装维工钱金华
却依旧忙碌在工作岗位上。2月1日
上午，他和同事像往常一样来到张芝
山镇，这是他负责的装维区域。当天，
他要给几户居民安装移动宽带。

查看完环境，钱金华戴上扣锁和
安全带爬上了四五米高的电线杆（见
右图，朱键 摄）。他说，如今农村的装
机需求越来越大，相比较城市，农村的
装机环境比较复杂，特别是拉线，要从
室外接到室内，通常都需要横跨五六
根电线杆，装机也需耗费更长的时间。

年底大量用户返乡，宽带需求显
著增加，对装维质量也提出了更加严
苛的要求。寒风冷冽，室外的温度接
近零度，普通人在这样的环境下长时
间作业恐怕早已受不了，但钱金华却
习惯如常。爬上爬下好几个来回，钱
金华和同事终于把户外拉线的部分完
成了，而此时他们的衣服上已满是汗
水。

布置好户外的线路，钱金华和同
事又来到用户家里调试线路，直到顺
利上网，在安装过程中，他事无巨细地
叮嘱用户使用注意事项。最后，他还
贴心地为用户安装了能观看视频和聊
天的手机APP。

今年36岁的钱金华做装机这行
已经8年了，他说，在旁人眼里，装机

是一个辛苦的活儿，可他认为，只要自
己努力工作，能被用户认可，就是最大
的收获。“平时每天大概安装8单新用
户，还有6户左右维护，这段时间快过
年了，工作量明显增多了。”

当我们享受着宽带、电话、高清电
视等畅通的通信网络时，背后是这些
装维工人的默默付出。他们牺牲了自
己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只为了给更多
用户高质量地装上宽带，送去网络信
号。而用户们表达出来的喜悦之情，
也让装维工作人员们感到欣慰。

记者朱键

2月1日早上6点30分，天刚刚
亮，顾均就骑着摩托车走街串巷送报
纸送包裹去了（见 右 图 ，王春香
摄）。平潮镇新三十里居六组的孙云
签收了她的包裹，热情地招呼顾均到
家里坐坐，顾均却笑着摆摆手。上午
他还有1500份报纸要送，得抓点紧。

顾均今年59岁，是中国邮政通
州分公司平潮支局的一名投递员，负
责平东村、新三十里居、国道村、新生
村四个村居的报刊投递工作，这四个
村的投递点多，老顾每天都要骑着摩
托车在辖区转上两趟，上午一趟下午
一趟，路程近70公里。一千多份报
纸还有一百多件包裹都要送到村民
手中，一年到头，只有在大年初一歇
上一天。

春节期间，有些快递公司停运，
但是群众仍然有投递需求，所以跟平
日工作相比，顾均要更忙碌一点。“报
刊投递不分节假日，因为报纸不能等
嘛，今天的报纸要是拖到明天肯定是
不行的。”顾均笑着说。平时上午的
投递工作在十点多就能结束，腊月廿
七这天上午，顾均一直工作到11点
多才稍微有空喝口水歇个脚。

不仅是数量上与平时相比略有
增多，春节期间联系收件人也更为麻
烦，因为不少人走亲访友或者外出旅

游，这就需要投递员提前电话预约收
件人取件时间。“有些收件人不在家，
我们一定要和对方沟通好，是更改地
址还是另选时间，都要第一时间联
系。”顾均说，“尤其是春节里，我们更
要保证投递质量，不能因为这些事情
给顾客添麻烦。”

从事投递员工作20年，顾均已
经习惯了每一个不休假的春节。街
头的不少店面已经关门过年，顾均还
骑着车在路上奔波。在满街红红火
火的节日氛围中，那一抹移动的绿色
显得格外动人。

记者王春香 通讯员吕炜照

从金洲路公交回车场到万达广
场，这是206路公交车的固定路线。
往返将近两个小时，途经28个站点，
遇见不同的人，公交司机丁永华每天
都奔波在两点之间（见下图，王春香
摄），即便是春节假期，丁永华的工作
也依然如此，日复一日。

“没有什么假期不假期的，我开的
这条线路每天都要上班，除夕和年初
一也一样。”作为区公交公司的一名驾
驶员，丁永华开公交车已经有6个年
头。他所驾驶的206路公交车途经城
区建设路、朝霞路等路段，每天的客流
量都不在少数。每到春节高峰期，车
流量大，尤其在城区大润发、中医院门
口路段极易堵车，公交车开一趟的时
间要比平时长很多。为了保证车次正
点正班发出，丁永华只能减少公交车
到站之后的休息时间，匆匆打扫一下
车里的卫生，就要赶紧返回。

市民的出行不能耽误，公交司机
势必要牺牲自己与家人团聚的时光。
从万达广场往回开，最晚一班是8点
50分，等丁永华回到公交终点站打扫
完卫生，再赶回西亭家中时，已经快夜
里10点了。除夕的年夜饭注定是赶
不上了，不能和家人一起吃顿团圆饭，
且年前置办年货、打扫屋子也很少有
空闲参与，丁永华的心中难免有点遗
憾。“为人民服务嘛，把大家顺利送到
目的地，让乘客们都能过个团圆年，挺
好的。”丁永华笑着说。

虽然春节不休假，但是让丁永华
感到欣慰的是，春节前后不少乘客上
车时都会笑着跟他问好，一声声“新年
好”“师傅辛苦了”都让丁永华倍感温
暖，即使必须行驶在路上，丁永华也觉
得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

记 者王春香
通讯员李 华

寒冬腊月，年味渐浓。1月30日
早上7点，俞志兵冒雨来到十总镇育
民村2组村民黄汉明家中。老线路改
新、调试有线信号、安装互动宽带……
俞志兵来来回回爬了三次线路杆子，
仔细测试线路数据（见右图，曹抒雁
摄）。“俞师傅，来，抽支烟，歇歇脚。”看
到俞志兵忙得满头大汗，过意不去的
黄汉明招呼道。“谢谢，不了，这里忙
完，还得赶下一家呢。”俞志兵婉言谢
绝。

俞志兵是十总镇骑岸广播电视服
务站的一名线路维护员，负责育民、骑
岸等四个村居的3000多户有线电视
用户的线路维护以及光纤安装入户工
作。“作为维护员，责任心得重一些，每
天必须巡回检查，不然总是不安心。”
春节期间，回乡过年人员较多，导致安
装、续费等任务加重，维护量增多。为
力保网络畅通，他几乎每天超负荷在
辖区内巡查，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停不
下来。一次维护途中，俞志兵不小心
被路上的小砖块绊倒摔了一跤，腮帮
和额头渗出了血，两只手的皮也破了，
火辣辣的疼，但他坚持把一条隐患较
多的线路检修完才去医院包扎。“网络
畅通重于泰山，我们做维护的，服务质
量永远排在第一位。”俞志兵说。

从事有线维护工作22年来，每年
重大节日，他基本都在工作一线。前
年除夕晚上八点多钟，育民村平中片
区有一台光接收机烧坏了，造成200

多户有线电视用户收看不到电视节
目。诉求就是命令。正和家人吃年夜
饭的俞志兵立马放下碗筷，冒雨赶赴
故障点抢修，从报修到恢复信号只用
了半个小时。“对每个报修电话，我们
都随叫随到，只有用户满意了，我们的
心才踏实。”俞志兵说。

“多年来，我难得和家人过上一个
完整的团圆年。时间长了，家中老人、
爱人和孩子已习以为常，只要能保障
有线网络畅通，让千家万户欢度新春
佳节，及时收看到丰富多彩的电视节
目，家人也会为我的付出感到自豪。”
俞志兵表示。

记者曹抒雁

交警：默默坚守只为出行平安

乡村投递员：不休假的送报人

宽带装维工：让网络连通万家

环卫保洁员：
环境干净整洁我就开心

公交车司机：春节都在路上过

线路维护员：力保有线网络畅通

“医生护士，我回去了。大过年
的你们也不得歇，辛苦你们了！”“老
刘，记得春节期间饮食和生活上一定
要注意，不要大鱼大肉，菜里面少放
点盐……”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一句
句温馨的叮咛，回响在区中医院血透
室。

血液透析患者是较为特殊的人
群，他们每周需要接受两到三次透析
治疗以维持生命，因此血透中心的医
护人员脑海里也就没有了节假日的
概念，恰逢春节又增加了一些回乡过
年的血透病人，因此即使三班倒，区
中医院血透中心22张病床每天也都
排得满满的。

在科室主任刘岳和护士长张芳
的带领下，血透中心医生护士轮番上

阵，每天早上他们提前上班，做好一
切准备工作，所有医护人员手机都保
持24小时畅通，遇到特殊情况随叫
随到。除夕这天，为了让最后一批患
者能够早点回家和亲人团圆，当天凌
晨4点钟，血透中心医护人员就要到
岗做准备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区中
医院血透中心唯一的男护士许崇崇
家住安徽，这几年除夕他都是在医院
陪病人度过的。“只有守护在病人身
边，我心里面才踏实！”许崇崇说。

其实何止血透室，医院的门急诊
室、手术室、ICU、各个病区都有一群
默默坚守岗位的人，对所有医护人员
来说，他们只有节日，但无假日。

记 者钱向荣
通讯员吴璐璐

每年的春节都是商家营销旺季，
因此营销人员成了节日里最忙碌的
一群人。

孙海霞在城区建设路一家手机
专卖店工作，用她的话说“自从当了
销售人员后，就没有了节假日这个概
念”。特别春节期间是人们更换手机
的高峰期，她已连续5年没有回家陪
家人过节了。身为母亲的她最大的
遗憾就是不能回家陪儿子。“人家越
是闲我们越是忙，儿子在上大学，暑
假回来我没时间陪他，现在过年了也
不能跟他吃一顿团圆饭，心里多少有
些愧疚。”孙海霞说，节日团聚这个愿
望或许要等她退休或者不干这一行

才能实现。“不能回家陪孩子过节挺
遗憾的，但作为一名销售人员，让顾
客满意是我最大的满足。苦点累点
也值得。”孙海霞告诉记者，身为销售
员的她知道这个岗位会给自己的生
活带来什么，失去什么。

据手机店店长季云介绍，每年春
节期间手机的销售量都会井喷，因此
销售人员也比以往更加忙碌，加班加
点是常事，有的销售人员一站就是大
半天，忙的时候水也顾不上喝一口。
但是再苦再累大家都干劲十足，根据
顾客需求热情推介产品并耐心调试，
直到顾客满意为止。

记者钱向荣

春节假期，对大多数人来说，意
味着休闲娱乐，与家人团聚，可对于
区广播电视台播控中心的职工来说，
假期却是更为忙碌的日子。

播控中心职工顾晓华紧盯屏幕，
观察着信号的传输情况。从交接班
到现在，顾晓华已经连续紧盯播控大
屏六个多小时了，虽然眼酸劳累、颇
为疲乏，可责任心使然，他始终保持
着充足的精神头，不敢有丝毫的马虎
和懈怠。

顾晓华介绍，每天按照值班安
排，他们需要对台里每个频道的播出
系统、供电系统等相关设备进行巡
检，并对设备运行情况进行详细记
录，认真核对频道播出单，确保每一
条素材安全上载。“播控中心主要负
责广播电视信号的传送，也是广播电

视节目采、编、播中的最后一个环节，
不能有半点差错。”顾晓华告诉记者。

“从到有线电视工作以来，每一
天都是这样度过，为了保证市民能及
时收看节目，我们每天都必须有人值
班，春节当然也不例外。别人春节的
时候可能会清闲一点，而我们却会更
忙。春节除了日常的播出外，还有春
晚和领导人讲话的转播，所以更需要
认真对待。”坚守在这样的岗位上，顾
晓华感到很自豪，因为他们的坚守，
确保了千家万户春节期间第一时间
收看到全国各地的精彩节目。

像顾晓华这样的播控职工还有
很多，他们用肩膀扛起一个真实的世
界，默默地做着无人关注的幕后工
作，传递着属于通州的每一份精彩。

见习记者李越文

春节值班表排下来，朱瑜依然除
夕值班。

自从三年前区市场监管局指挥中
心成立以来，朱瑜每年除夕夜都会值
班。指挥中心主要负责受理投诉举
报，进行互联网和广告监管、远程视频
平台监控、发布惠民信息等工作，所以
跟其他科室不同，周末、节假日，指挥
中心都要安排专人值班，全年都是有
人在岗的状态，“所以我也习惯了。”朱
瑜笑着说。作为指挥中心投诉举报科
科长，她总是身先士卒，她说虽然孩子
还小，但科室里总要有人值班，而自己
家里有老人可以帮忙照顾孩子、打理
年夜饭，所以就让其他人早点回家过
年。

除夕那天，其他人都放假了，逛街
的、陪孩子的、看电视刷手机的、在家
里做家务的……而朱瑜却在指挥中心
的大厅里盯着一排排电脑和一台台电
话（见下图，徐艳梅 摄），接听、记录投

诉举报电话，查看视频监控及各投诉
举报热线平台，及时将投诉举报分流
至分局，如需要分局执法人员到现场
处置的紧急情况，要及时向值班领导
汇报，并第一时间通知分局值班人
员。除夕夜各大饭店推出年夜饭，为
了保障老百姓的“舌尖”安全，朱瑜利
用指挥中心的远程监控系统，监控各
饭店后厨，不仅如此，她还要关注餐饮
方面的紧急投诉，如食物中毒之类，但
幸运的是，这类事件往年春节期间从
未发生过。

以往除夕夜值班和正常上班一
样，8小时工作制，值班结束时已是万
家灯火，一路烟花璀璨、爆竹声声，回
到老家差不多要晚上七点多。今年局
里提出24小时值班，也就是说整夜都
得在大厅里守着。“对市场监管人来
说，坚守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承诺，为通
州百姓守护饮食安全是我们的职责。”
朱瑜说。记者徐艳梅 通讯员任小平

医卫工作者：
爱心溢满血透中心

商店营销员：春节长假变忙假

媒体人：用坚守展现通州精彩

市场监管人：
守护百姓“舌尖”安全

陈楠是南通供电公司通州营业
部张芝山综合配电班副班长，今年除
夕他依然要值班，对此他已习惯。“我
们值班是全年都有的，和医院、消防
等一样，特别之处只是这天是除夕而
已。”陈楠不以为然地表示。

除夕夜万家团圆，电网平稳运行
是必须的。届时陈楠会和同事一起
守在值班室里，查看供电系统有没有
线路因超负荷跳闸，或者和同事上路
巡线，查看是否有人在线路下方燃放
鞭炮等。

除夕晚上的一个重头戏是年夜
饭，对需要从早上8点值到夜里12
点的陈楠他们来说，年夜饭早已没有
实质性的团圆意义。离家近的值班
人员可以抽空回家一会儿，三口两口
扒完饭立即返岗，离家远的就只能随
便吃点对付一下了。去年下半年，陈
楠从城区调至张芝山工作，今年的年
夜饭他要在值班室里解决，“营业部
有快餐、汤圆、水饺，热一下就行了。”
陈楠觉得蛮好的，和同事一起吃年夜
饭也挺欢乐的，而且，“这是我们的职
责，能保障大家过个亮堂堂的新年，
我很开心。”

除夕夜还有个必备项目是看春
晚，但大家看春晚的时候，陈楠和同
事们差不多是在排查隐患或在赶去
检修的路上。““很幸运很幸运，，去年除夕没什去年除夕没什
么事儿么事儿，，一夜平安一夜平安。。””陈楠笑道陈楠笑道，，他清他清

楚地记得前年除夕晚上七点半时，突
然接报说通州小学那一片区域突然
跳闸，“春晚快开始了，报修人急得不
行，我们也很着急，立即上路检查。”
陈楠说，12个人经过半个小时的仔
细检查，终于发现原来是一只猫跳到
了变压器上引起短路，赶紧进行故障
隔离，当天夜里8点20分恢复供电，

“春晚总算没耽误多久。”陈楠感叹地
说，“希望今年还是啥事儿没有，大家
都光明亮堂地过个年。”

记者徐艳梅 通讯员吴庆华

供电职工：让大家过个亮堂年

“三楼用户的自来水管老化开裂
导致漏水，现在给他换一根水管
……”1月31日上午，天空飘着毛毛
雨，湿冷的天气冒着寒气，在城区卫
生新村7号楼一侧，区自来水有限公
司管线所的4名维修人员正热火朝
天地忙碌着。

卫生新村是城区一个老小区，自
来水管从墙外接入各个用户家中，且
墙外落脚点窄小，电线杂乱无章，给
这次的维修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
度。“昨天我们已经两次来现场勘查，
确定了施工方案。今天，大家分工合

作，四人分别负责扶梯、传递材料、登
高作业以及现场监护等工作。”管线
所所长曹继告诉记者。

查看、切管、插管、安装……在自
来水阀门无法完全关闭的情况下，负
责登高作业的维修人员赵保军带水
抢修，喷射出的自来水打湿了他的衣
服头发，但他丝毫没有退缩。20分
钟后，水管更换结束，而赵保军的手
已经冻得通红。今年47岁的赵保军
是安徽滁州人，在通州从事自来水维
修工作已经有十个年头，这十年的每
一个除夕夜他都值班，从未与家人完
整地团聚过，“虽然每年过年都奋战
在工作一线，但是我们的付出和坚守
能换来万千用户的放心和满意，这一
切就都是值得的。”赵保军说。

维修人员的付出和奉献，用户们
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两三个月
我家的自来水费一直居高不下，但是
也找不出原因。”卫生新村的住户季
祝平说，“昨天他们看过之后很快就
找到了破裂的地方。而且今天这么
冷的天还赶来抢修，真的很不容易。”

新春佳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
子，团团圆圆过新年是中国人不变的
情结，然而总有一些人坚守在岗位
上。“今年我们城区和乡镇总共有20
名维修人员参与春节值班，为春节期
间人民群众的正常用水保驾护航。”
曹继说。 记者周婷婷

供水维修人员：春节值班在一线

图为医卫工作者正在照看血液透析患者。 钱向荣 摄

图为营销员在向顾客介绍手机的各项功能。 钱向荣 摄

图为供水维修人员正在检修水
管。 周婷婷 摄

图为陈楠正在查看供电保修情
况表。 徐艳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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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顾晓华正在检测电视信号传输情况。 李越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