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子城管——我们的新年一直在路上

正月初五，大唐不夜城现代唐人街游人如织，杨芸菲
和两名队员身着制服列行在街道上，她们身着深蓝色制
服、长靴，佩戴统一的围巾、手套，飒爽英姿的身影，成了人
山人海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瞧，这姑娘的工作真美，天天都能美哒哒地在这
看风景！”面对同龄游客羡慕的话语，大唐不夜城现代
唐人街执法大队女子中队队长杨芸菲说，她们一天要
在 1.5 公里的步行街上走数百遍，眼睛里根本没有美
景，而是要看看哪里秩序需要维持，哪里有不文明行为
要纠正，哪里有烟头纸屑需要捡拾，哪里有与家人走散
的老人孩子需要帮助……

“执勤过程中，遇到最多的事是老人、孩子与家人走

散。”城管队员马婷说，从除夕到正月初五，已经有40多名
老人和孩子在她们的帮助下找到了家人。正月初四的凌
晨，一位老人在街头来回走，执法人员上前询问，发现老人
与家人失去了联系迷失方向，经过几番周折，帮助老人找
到了焦急的家人。

大唐不夜城现代唐人街执法大队实行24小时工作
制，女子中队从 7：30到岗到 23：30轮流执勤，凌晨开始
由执法大队男队员负责保障，街道 24小时都有执法人
员在岗。“我们的工作一直在路上，客流量大的时候忙
得连盒饭都顾不上吃，更别谈与家人团聚了。”城管队
员杨蕊说。

文/图本报记者赵丽莉 曲江女子城管队员正在巡查

春节的气氛总是喜庆祥和，万家灯火时也是相聚团圆日，但你可知道，在这背后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放弃团聚坚守在岗位上，为大家默默服
务。为保供电供热，姚创和金宙财春节期间坚守岗位；地铁司机刘崇、站务员刘玺、火车头检修工王陆，还有公交夫妻梁振西、胡艳玲，在回家路
上，他们甘当“逆行者”……正是他们的奉献，让这个春节更“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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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团圆时请不要忘了这群人

他们的奉献让这个春节更“温暖”

2月7日（正月初三）中午，一辆电力抢修车驶入
西安市北二环某小区，该小区内部高压地埋电缆出现
故障，大过年的，可不能让居民用不上电。为此，电力
抢修工姚创与3名同事下车后加紧了手上的动作，对
于姚创来说，他已经记不清这是在岗位上过的第几个
春节了。

简单分配完任务后，本来冷清的小区内变得“热
闹”起来，姚创和同事们在小区过道与供电室之间来
回穿梭。虽已立春，正月里依旧寒风瑟瑟，但干起活
来每个人的动作都干净利落，不一会反倒感觉到身上
开始冒汗。

姚创打开小区供电室的配电箱，发现已经跳闸，
将电闸打开后供电依旧未恢复，故判断问题出在小区
内的地埋电缆上，凭借专业设备和工作经验，不一会
便找到了故障点。因需要开挖地面，姚创立即联系施
工单位，待其到场后方才离开，但他的任务还没完成，
此地的恢复供电进度要时时关注。

从正月初一至正月初五，姚创要一直坚守岗位，
从业的13年里，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个未和家人团
聚的春节了。“咱就是干这的，每次过节值班，想家的
时候我就这样劝自己。”姚创说，其实他也是这一行每
个从业人员的一个缩影，每户人家之所以能享受各种
电器带来的便利，是因为背后有这样一群人奉献着，
他们的坚守，为的是千家万户的光明。

本报记者白圩珑

电力抢修工——舍弃团圆为用户保光明

2月4日（除夕）晚，千家万户灯火通明，热乎乎的暖
气让住户身暖心更暖。当晚8时，家家户户吃着团圆饭
看着春晚，而西安雁东供热有限公司生产运行人员金
宙财和同事们仍坚守在供热监控室内，他们时而监控
供热数据，时而在锅炉前检修维护。

“你们注意出水温度，我去炉子那边看看。”金宙
财一边说着，一边戴上安全帽，拿着工具向供热锅炉
走去，刚出监控室大门，锅炉嘈杂的轰鸣声便在耳边
响起，这是他当天值班的最后一次检修。晚上9时，下
班后走出公司大门，金宙财加快脚步，因为家中有一
桌团圆饭正在等着他。

春节期间，金宙财与家人总是聚少离多，这不，除
夕夜简短的团圆结束后，正月初一一大早，因为供热
区域用户反映家中暖气温度不足，他又回到了工作岗
位上。“我这检测供热一次网和小区二次网都运行正
常，你快到现场去看看。”金宙财一边观测供热数据，
一边电话通知外网值班人员。经现场核实，是用户用
热存在误区，耐心解释指导后问题得以解决，金宙财

这才放下心来。
“除了正月初四能休一天，春节几天假我都要上

班，但这是我的工作，没啥可说的。”金宙财说，他既是
供热从业者，也是用热户，春节虽然不能与家人团圆，
但是能保证千家万户过一个暖冬，于公于私他都觉得
值。 文/图本报记者白圩珑

金宙财在检修供热锅炉

供热检修工——春节坚守为千家万户送温暖

刘崇，西安地铁一号线上一名年轻帅气的地铁司
机，自从2013年进入西安地铁公司工作，他伴随列车
已经6个年头，今年除夕和2014年除夕夜一样，他在
地铁列车上度过，用这种方式“跨年”。

除夕16时许，刘崇和往常一样来到单位，穿上工
装，整理仪容，随后开始测酒精、测血压，完成岗前测试，
了解当天的行车须知后，便听从调度指令，开车上线接
送农历狗年的最后一批乘客回家过年。开车过程中，
刘崇按照规范一丝不苟地操作着机车平稳运行。

“已经经历过一次，这次会淡定很多。”正月初
三，结束了一天工作的刘崇说起除夕和春节的事充
满着自信。他说，自己是宝鸡人，6年前成了一名地
铁司机，2014年除夕夜值班开车时，想着不能一起过
年的亲人，觉得有些愧疚和伤感。2016年，他在西安
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小家，2018年又有了可爱的宝贝
女儿，这一年他将家人接到西安一起过年，心中充满
着喜悦。

除夕来上班的路上，看到街头的彩灯映衬出浓
浓的年味，虽然不能陪家人过年，但生活的幸福让自
己有了更多的满足感。刘崇对记者说，“自从成为一
名地铁司机，就再没有什么过年的概念。节日对于
我们来说，是保障平安运营，是肩头更多的责任，哪
怕车上只有一名乘客，也必须将车辆安全正点运行
在线网上。我和其他众多的同事一样，为了更多的
乘客平安回家过年，就必须做一名回家路上的‘逆行
者’。”

交流中，刘崇高兴地对记者说，除夕当天运营结
束，自己最希望的是电话给家人拜年，更希望的是尽
早回家，亲一亲抱一抱可爱的女儿，因为她们是自己
最爱的人。 文/图 本报记者 张彦刚

地铁司机——做春节回家路上的“逆行者”

除夕夜仍坚守工作岗位的刘崇

团圆是幸福，而坚守是一种责任。新春佳节，
在您和家人团聚的时候，有这样一群人坚守在自
己的工作岗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安
公交人。

“下了一夜雪，清晨的道路车还是挺好开的！”
45路公交驾驶员王湛玲今年春节一如往昔在岗位
上坚守。已经开公交车18个年头了，每一个除夕，
她都驾车奔走在送乘客回家团聚的路上，而她收
车回家已经凌晨了，错过了春晚，也错过了团圆
饭。“能得到乘客的理解，我挺高兴的！”这是王湛
玲说的最多的话。

如果说公交司机的浪漫，那就是最近每天凌
晨4：40，王湛玲的爱人开车送她去雁翔路公交枢
纽站上班，待她检查完车辆，开着大公交车出场
站，爱人开着自家轿车跟在后面，一直跟到东二环
沙坡立交，按一声喇叭，她丈夫左转向回家的方向
行驶，她直行开始一天的工作。

13路公交驾驶员梁振西、胡艳玲夫妇虽然在
同一条线路上开车，但在工作中碰见的机会却很

少。两个人结婚几年，没有在一起过过春节。一
年当中，不论遇到什么节日，他们依然坚守在各自
的岗位上。今年春节期间，由于行车班次调整，他
们每圈车回到调度站后，有短短的5分钟相聚时
间。5分钟，短短的300秒，对这对公交夫妻来说，
弥足珍贵。在调度站吃上一口简单的盒饭，对他
们来说，就是团圆饭。 文/图本报记者赵丽莉

2019年的春节，马广田在岗位上度过。至此，
他在工作中过春节，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

64岁的马广田，是西安市莲湖区土门街办环
卫所的一名“老环卫工”，公厕保洁、街道保洁都干
过。除夕当天，200米的道路，他像平时一样拿起
扫帚，一下一下地扫着路面，果皮箱满了，他就弯下

腰一点点收拾。
正月初六，马广田老乡的孩子结婚，正月初

五下午下班后，他坐地铁去东郊看看。老乡说
一定要等正月初六看着娃结婚。凌晨，接到单
位电话，要赶往岗位。“跑到街上，连个出租车都
没有。”马广田说，预报有雪，得赶紧到岗，他急
得没办法，赶早上 6 点第一趟地铁回到了岗位
上。一到团结西路，他就拿起扫帚，忙着扫雪，
一直干到下午1点多。路面干净了，马广田和他
的同事才开始吃午饭。

马广田的家在蓝田县，他已经好多年没有回
家过春节了。“每个班都是固定的，一人负责一段
路，你走了，活咋办？”马广田说，5年前，母亲去世
了，“年”也淡了。“老人在的时候，过年忙得回不去，
心里很愧疚。”说到这里，马广田眼圈红了。现在的

“年”还在岗位上，5岁的孙子也就见个面，一想到
这里，他就觉得鼻子有些酸。

可一走到马路上，看到路面干净了，马广田心
里觉得舒服。 文/图本报记者郑伊琛

街道环卫工——十几个春节在一线只为西安更干净

马广田正在清扫商户门口的残雪

“你好！这么多东西，我帮你拿！”这是小区保
安郑宏杰春节期间见到业主说得最多的话。

47岁的郑宏杰，现在是高新区一个小区的
保安，2019 年春节，是他在岗位上过的第二个
年。按照单位安排，保安春节值班，实行白班、
夜班两班倒。除夕，郑宏杰早上 8点接班后，就
必须站立在岗位上，负责小区车辆进出管控、
人员进出核实登记等工作。当然，遇到业主忘
带钥匙开门、东西多拿不了，保安郑宏杰就要
搭把手。

晚上8点下班后，除夕的团圆饭，他是在单位
和同事一起吃的。晚上9点多，郑宏杰拿出手机拨
通家里的电话，给父母拜年，电话那头，是父母、弟
弟、侄子、侄女一家热闹的笑声；电话这头，他心里
热乎乎的。但他还是好想躺一下家里暖和的床，
当面给孩子发压岁钱，走亲戚串门……

“谁不想回去过年，可你既然干了这份活，就
得守到岗位上。”郑宏杰说，为了弥补过年无法陪
伴70多岁的父母团圆，年前，他把老人从老家蒲城

接到西安，一家人提前在西安过了个年。孩子们
的压岁钱，也都发了微信红包。

郑宏杰觉得，保安就是小区业主的守门人。春
节期间，除了门口的保安，还有小区巡逻的、监控室
的、保水电的好多人，每个人都放弃回家团圆，坚守
在各自的岗位上，就是为了让业主安心过年。

文/图本报记者郑伊琛

小区保安——春节在岗就为做好业主守门人

郑宏杰帮业主拿东西

2月6日，在西安地铁四号线大雁塔站站台上，年轻
的站务员刘玺和往常一样，依旧在忙碌着，她一边通过对
讲机与到站的地铁司机交流着站台的情况，一边不停地
在站台上巡查，维护着乘车秩序。这个春节，由于大雁塔
附近新年游园活动多，出现了大客流，刘玺和她的同事假
期在车站度过。

在她工作换班短暂休息的间隙，记者与她进行了
短暂的交流。小刘是2018年7月进入西安地铁公司的
新兵，在二号线小寨站实习一段时间之后，主动请缨来
到了刚刚开通运营的地铁四号线大雁塔站当了一名站
务员。

刘玺的家在鄠邑区，一家人为了春节的团聚，将年夜
饭提前到了腊月二十九，这一想法得到了父母的支持理

解。2019年春节是她进入西安地铁公司后第一个春节，
除夕夜正逢她当班，爸爸专门开车送她到单位。

看着站台上逐渐稀少的乘客以及站台大屏幕上央
视春晚《春节序曲》的奏响，小刘说：“那一刻说实在的，
心中还是挺有失落感的，后来想起自己的工作能让更
多的乘客早点回家过年，心中就坦然了许多，这种情绪
没有影响到当晚的工作。当有乘客咨询换乘线路后，
亲切地对我说‘新年快乐’时，我的心中感受到的是温
暖和开心。”

小刘说，除夕夜下班后，她第一时间给正在看春晚
守岁的家人打电话拜年，当听到他们激动地问候时，自
己已经情不自禁，热泪盈眶，这个春节的记忆自己会永
久珍藏。 文/图本报记者 张彦刚

地铁站务员——全家年夜饭提前一天吃

春节假期坚守岗位的刘玺

2月9日（正月初五）9时许，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喜庆
气氛中，位于西安市第九医院内的西安急救中心城东急救
分中心，救护车灯光闪烁，急救人员手提急救箱从楼上飞
奔而下，他们为抢救生命出发。

救护车向车祸现场驶进,节日的街道比往日显得空
旷和宁静，医生秦沛用手机不断与求助人联系确认车祸
现场位置，因为事故车的司机是外地人，无法准确说出
自己所处的位置，秦医生耐心地劝他不要着急，看看路
牌再确认位置。秦沛说，春节期间，他们值班24个小时，
前一天8点上班一直要到第二天8点才能下班。城东急
救分中心安排充足的急救力量，就是为了保障市民过一
个安康祥和的春节，春节期间急救中心“120”呼叫电话

并不比平时少，天气寒冷加上人们外出频繁，心脑血管的
病人和车祸伤者比较多。

在车祸现场，一名32岁的女士被一辆轿车的后视镜
挂倒，秦沛和护士张翠翠提着急救箱跑到伤者面前，首先
检查伤者四肢能否活动？意识是否清楚？伤者说她感到
胸闷和腰腹部不适，这时担架工已经推来了转运伤者的医
用平板车，让伤者躺在上面。在救护车上，护士又拿出血
压计测量血压。这时，救护车拉响了警笛向西安市第九医
院飞奔。到了医院后，秦沛向急救科医生进行了交接，西
安市急救科医生立即实施检查。医生说，有时病人伤到哪
里，病人并不清楚，需要医生一丝不苟地检查，从头到脚不
放过任何一个部位…… 文/图本报记者张毅伟 急救医生正在抢救伤者

急救医生——奔赴现场抢救车祸伤者

2月10日（正月初六）凌晨，久违的大雪滋润大地，在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西安机务段机车整备场，气温
已经低于零下5℃。

凛冽的寒风和雪片落地的扑簌声之中，夹杂着有规
律的“叮叮”声，循声望去，只见机车旁，一个黄蓝相间的
身影挪着有节奏的步伐，他手握检查锤逐一仔细敲击着
机车几百个大大小小的螺栓，凭借聆听敲击声，就能判断
出螺栓是否紧固。此时，他的安全帽上、衣服上都已经积
了满满一层雪，而眼神却始终与手电光保持同步，“扫描”
着任何可能存在的故障隐患。他叫王陆，今年49岁，从2
月9日晚7点接班到现在他检查了第16台机车。

“王师傅，SS7D36号车的轴温传感器的数据下载不

下来，你看这咋办？”检测组的雷红建着急地跑来报告故
障。刚检查完一台车的王陆踩着积雪跑到机车旁，在司
机室看了看故障显示，又钻到车轮和转向架的夹缝里，盯
着轴温传感器的接线盒观察了片刻。王陆说：“小卢，你
钻进去拆线接线。老冯，我帮你拆装传感器。下雪很滑，
咱们既得快又得注意安全。”王陆打着手电从头盯到尾，
又不放心地钻进去摸了摸新接上去的插头，低头看了看
表，只花了14分钟。

从正月初一开始到昨天早上，王陆已经上了两个白
班、两个夜班，经他检查过的59台火车头机车，正牵引旅
客列车驰骋在祖国大地，为春运提供了充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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