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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别人的年 他们忙碌在岗位上
编者按：春节
编者按：
春节，
，与家人团聚
与家人团聚，
，是传统习俗
是传统习俗，
，也是每一个家庭的愿望
也是每一个家庭的愿望。
。但有些人却坚守在岗
位上，
位上
，他们舍小家为大家
他们舍小家为大家，
，用自己的付出
用自己的付出，
，换来了春节的欢乐与安宁
换来了春节的欢乐与安宁。
。本期
本期“
“民生热线
民生热线”
”，我们
，我们
关注了三个岗位上的人，
关注了三个岗位上的人
，分别讲述了这些岗位上坚守的故事
分别讲述了这些岗位上坚守的故事。
。
“每年我们家的年夜饭都是提前吃的，因为除夕夜一般都要值班，干我们这一行的都这样。
”

除夕巡逻：守护古镇的平安
本报记者 沈卓琪
2 月 4 日除夕，晚上 9 点，正是一家人
彬鹏会和队员们一起过去看看，在向住户宣
团聚在一起看春晚的时候，震泽镇砥定社区
传禁燃禁放的同时，也给住户们拜个年。李
服务中心前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彬鹏说，开展禁燃禁放工作，宣传一定要先
“立正！”民警李彬鹏喊着口号，召集队
做好，如果真遇到了违规燃放的情况，他们
员们列队。当晚，他和另外 3 名队员组成一
会第一时间找到违规燃放的人，根据情节轻
支巡逻队，负责在震泽古镇烟花爆竹禁放区
重对其进行教育或者处罚。
域开展巡逻。
巡逻中，李彬鹏遇到了自己的家人。与
晚上 9 点 20 分，记者跟着巡逻队一起
妻子寒暄几句，李彬鹏摸了摸女儿的头，继
走在砥定街上，四周十分安静。“嘭、嘭、 续巡逻。
嘭”，突然，背后传来了爆竹声。“这个声音
李彬鹏告诉记者 ，他的老家在泰州 ，
比较轻，应该是禁放区外的。去年我也来巡
14 年 前 来 震 泽 工 作 ， 买 了 房 、 成 了 家 。
逻了，这个点古镇里是没有人会放爆竹的， “每年我们家的年夜饭都是提前吃的，因为
如果有‘漏网之鱼’，一般也都出现在 12 点
除夕夜一般都要值班，干我们这一行的都
以后。”李彬鹏说。
这样。”
巡逻时，如果看到了窗户里有亮光，李
沿着宝塔街由西向东，记者跟着李彬鹏

来到了慈云禅寺，遇到了他的好几名同
回砥定社区服务中心，稍作休整，为接下来的
事。除夕夜，居民会来慈云禅寺祈福，李 “战斗”做准备。
彬鹏的同事们要在这里维持秩序。
晚上 11 点 25 分，巡逻队再次出发。11
跨过禹迹桥，记者跟着李彬鹏来到河对
点 40 分，巡逻队来到了慈云寺前。此时的慈
岸，刚走出没几步，宝塔街一侧的河岸边就
云禅寺前广场已是人声鼎沸，众人正在排队
闪出了火光。“慈云禅寺西 50 米左右有人在
购票。
放烟花，在附近的赶紧去看一下。”拿出对
“砰、砰、砰……”晚上 11 点 50 分，古
讲机，喊了一声后，李彬鹏带着队员们冲上
镇周边响起了烟花爆竹声。“在那边，禹迹桥
了禹迹桥。四个人三步并作两步，以百米冲
对面，有人放爆竹。”李彬鹏指着禹迹桥对岸
的一片老旧平房。记者跟着李彬鹏冲进了平房
刺的速度跑向燃放地点。
所幸燃放烟花的人没溜掉。燃放烟花的
区，在一个路口的拐角，一名男子手里拿着一
是几名外来游客，对古镇禁燃禁放的规定并
串鞭炮，正准备燃放。
不了解。李彬鹏没收了所有的烟花，并对游
“这里离古镇太近了，建议不要燃放……”
客进行了宣传教育。
在李彬鹏的劝说下，该男子将鞭炮收了起来。
处理完，已是晚上 10 点半，巡逻队返
在平房区继续穿行了近 20 分钟，李彬鹏成功

李彬鹏 （右一） 与队友在巡逻。（沈卓琪摄）
劝阻了 4 户人家。“虽然这里不是禁放区，但
离古镇太近，燃放烟花爆竹会给古镇带来火灾
隐患。
”李彬鹏说。
时间来到大年初一的 0 点 30 分，古镇渐
渐平静，李彬鹏当晚的执勤工作也结束了。

当记者问起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情时，陆友良想了一会儿，说没有。随后又补充道，每个人都把工作做好了，就不
会有什么事情。

水上护航：没有故事，就是最好的故事
本报记者 徐海军
2 月 4 日除夕，晚上 9 点，前往罗星洲
同事负责罗星洲附近水面的护航工作。
的香客，已在南岸码头上排起了一溜长队。
“清点上船香客数量，确保不超载；船
码头上停靠着几艘精美的画舫，还有一
开了，我们护航到对岸码头。关键是要注意
艘海事巡逻艇，离着巡逻艇十多米的距离， 观察，确保不发生意外情况。”趁着护航的
记者便听到了艇上马达的轰鸣声。
间隙，陆友良和记者聊起了工作，香客上
“现在没有船上岛吗？
”跨进船舱，适应
岛，要么祈福，要么祈求平安，“夜里看不
马达轰鸣之后，记者与陆友良聊了起来。
远，又是在船上、码头上，只有绷紧安全这
“他们刚送了一船香客上岛，下个班次
根弦，才能让香客平安上岛祈福、平安返程
估计还要等一会儿。”陆友良说，上岛高峰
回家。
”
一般从晚上 11 点开始，一直持续到大年初
陆友良今年 52 岁，是夹浦桥签证点的
一凌晨 1 点，“到凌晨 2 点左右，这边基本 “老人”，2010 年春节第一次参与罗星洲护
上就能收工了。
”
航，今年春节，已是他在罗星洲这段短短的
陆友良是吴江区地方海事处夹浦桥签证
航程上，度过的第六个春节。
点的水上安全监督员，除夕夜，他带领 3 名
“早早地陪家人吃完年夜饭就过来了，

老婆儿子都习惯了，接下来两三年，估计还
会在船上过除夕。”陆友良说，夹浦桥签证
点有近 20 个人，除夕夜大家几乎都在岗位
上。
顿了一下，陆友良又笑着补充说，等接
下来儿子结婚，他一定会待着家里，陪老婆
和儿子儿媳踏踏实实地过一个完整的除夕。
说起儿子结婚，陆友良指着同船的小伙
子张雨晨说，“他 2018 年春节后结的婚，婚
后的第一个除夕，也奉献出来了。”
“护航这么多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情吗？
”记者问。
“有一年除夕夜雾气特别大，出于安全
考虑，我们就建议取消上岛行程了。”陆友

良说。
“其他的呢？比如救援之类的。”记者想听
故事，继续问。
“没有。
”陆友良想了一会儿，肯定地说。
又想了一会儿，陆友良说：“你来的时
候，应该看到路上有民警、码头上有旅游公司
的人，罗星洲上还有消防的人，守护罗星洲香
客安全的，不仅仅是我们海事部门的人，大家
都在奉献，每个人都把工作做好了，就不会有
什么事情。
”
“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平平安
安的，就是希望不要出现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情。
”张雨晨补充说。
“没有故事，就是最好的故事。”陆友良笑

陆友良驾驶海事巡逻艇。（徐海军摄）
着说。
2 月 5 日上午，记者联系到陆友良。
“凌晨 2 点多结束的。然后我们回签证点
待命，以应对运河航道可能出现的突发情
况。”陆友良笑着说，不管是罗星洲，还是运
河航道，当晚都没有故事，大家都很平安。

春节 7 天长假，沈钰雯每天都在值班。别人走亲访友的时候，她坚守在岗位上，用微笑迎接每一批游客。

古镇导游：不一样的过年体验
本报记者 俞佳佳
“游客朋友们请看，这是震泽古镇的瑰
宝慈云寺塔，该塔为六面五级，总高 38.44
米，‘慈云夕照’曾被列为‘震泽八景’之
一。”2 月 6 日，大年初二，在震泽古镇，导
游沈钰雯用甜美的声音为游客们讲解。
今年春节 7 天长假，沈钰雯每天都在值
班。别人走亲访友的时候，她坚守在岗位
上，用微笑迎接每一批游客。
“如今，旅游已成为人们欢度春节假期
的一种时尚方式。每到假期，是我们导游最
为忙碌的时候，虽然不能和家人团聚，但是
能借此机会向游客宣传家乡，用我的真诚和
服务给人们带去欢笑，我觉得很有成就

感。”沈钰雯告诉记者，今年 2 月 5 日至 2 月
9 日，震泽古镇共迎来游客 2.4 万人次，比
去年同期增长了近一倍，尤其是 2018 年，
苏州惠民休闲年卡增加了震泽古镇景点后，
苏州市民纷纷慕名而来。作为震泽人，看到
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震泽并喜欢上震泽，她
感到非常自豪。
在震泽古镇，记者看到，这里灯笼高
挂，随处可见春节主题布景，
节日氛围浓厚。
古镇还推出了门票抽奖活动，游客中心也是
一派热闹景象。导游沈钰雯就在人群中热情
地为游客讲解着，除了介绍景点的人文和典
故，还会介绍一些震泽当地的春节习俗，游

客对此很感兴趣，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
“新春佳节阖家团圆，
大家都想和家人待
在一起，但作为一名导游，游客需要我，我就
要为他们服务。”沈钰雯坦言，刚开始工作的
时候，她的内心也有过挣扎，为什么人家放
假，自己却要坚守岗位？但慢慢地，她习惯
并爱上了这份工作。沈钰雯说，当她把震泽
古镇的历史和故事告诉游客，得到游客由衷
的认可时，她会觉得很满足。
今年 26 岁的沈钰雯已经在导游岗位上
工作了 3 年，说起春节值班，她坦言早就习
惯了。“每年春节我都会选择在岗，这是旅
游从业者的责任。”沈钰雯说，能与来自五

湖四海的游客进行交流，这是导游这份职业所
独有的，也是一种不一样的过年体验。
有时候游客说的一句“新年快乐”，比任
何朋友圈发的祝福都要珍贵，她也乐在其中。
沈钰雯告诉记者，平时团队旅客较多，春节期
间的游客多以家庭为主，所以讲解还算轻松。
这个春节，震泽古镇上像沈钰雯一样坚守
岗位的导游还有 7 位。沈钰雯说，和很多同行
比起来，她是幸福的，因为下了班还赶得及回
家吃团圆饭，家人也很支持她的工作，“有很
多同行，过年了还要外出带团，甚至整个春节
都无法回家。
”
“震泽古镇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好，对于古

沈钰雯 （左） 在为游客讲解。（俞佳佳摄）
镇导游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所以我们更应该以周到细心的服务，
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游客。”沈钰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