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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春佳节来临，
我们的心都向往一个地

方——家！
对大多数人来说，春节

是团聚，是陪伴。
然而，对一些在特殊岗

位的人来说，春节却仍需在
一线工作。

他们以自己的坚守，换
来大家的幸福与平安。

致敬！幸福安宁
的守护人！

“99号接线员，请讲！”“好的，请保
持 电 话 畅 通 ，已 通 知 民 警 前 往 现
场。”……

2 月 12 日 14 时，在南昌市公安局
指挥中心，接警席上 11名值班员正不
断接听来电，大屏幕上“今日警情”表
格中“呼入数量”“派警数量”等数据随
之递增。14时 40分，接警员朱根红已
接听 162个电话，派警数量超过 80个，
旁边的王静怡接听的电话达198个。

接通电话立刻报出个人工号，详
细记录报警人提供的姓名、地址、内容
等信息，判断信息无误，准确派警至相
关区（县）……记者观察到，朱根红及
其所在班组的接警员接警信息以治安
警情、交通警情、举报投诉、群众求助
等内容居多。

今年是朱根红任接警员的第13个
年头，王静怡是朱根红带过的“徒
弟”。用朱根红的话说，小王熟悉南昌
市各区路名，悟性高，真正做到“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

据介绍，“110”“112”“119”三线合
一后，南昌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警员
日均接听7000多个电话。该中心接警
员分 4 个班组，共计 40 余人。这支清
一色的“娘子军”分白班和晚班，其中
白班时间为 8 时至 18 时，晚班时间为
18时至次日8时。

朱根红所在的第 3班组当日值白
班，根据排班计划，12 日和 13 日值班

后，朱根红可在 14 日和 15 日休
息两天，16 日和 17 日继续上
班。这意味着，正月初一和初
二，朱根红要坚守岗位。

“相比前几年除夕夜值班，今
年正月初一、初二值白班不算辛苦。”
12日15时，暂无来电的间隙，朱根红和
记者聊了几句。她告诉记者，春节期
间，所有班组都要值班，原则上不请假
和换班。对接警员来说，春节假期的工
作状态和平日并无差别。

朱根红说，因为每次只休息 2天，
节假日期间，她和家人无法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长途旅行，每次休息只能计
划 2天内往返的短途游。“休息时间常
在南昌近郊转悠，梅岭去过多次，对那
里的草木无比熟悉。”在朱根红看来，
过年值班，虽缩短与家人团聚的时间，
但在接警席上，为处在紧急状况的
人提供帮助，为报警当事人解燃眉
之急，牺牲一点个人时间都值得。

一旦发现报警人描述的地
址信息有误，朱根红会根据个
人判断予以纠正，与报警人再
次确认。“有时候报警人比较
着急，说详细地址时，路名
表达准确，但区域描述不
对，我们必须核实，否则会
耽误派警效率。”休息不到
一分钟，朱根红再次戴上
耳麦，投入接警工作中。

400多台电机、44个滑槽、1400多
米的行输线、1500多个滚筒，组成了南
昌昌北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行李运
输系统，也是该机场航站区管理部机
电运维室带班组长俞翚负责的日常巡
检项目。

“旅客行李从值机开始，被贴上特
定编码进入行李运输带，然后通过自
动传送分拣系统进入指定航班的滑槽
区，再由分拣工人装运上车，行李就能
送上飞机。”该机场航站区管理部机电
运维室带班组长俞翚说，“虽然不直接
服务旅客，但大家的行李都是由我们
来守护和传送的。”

2 月 12 日，该机场运送的行李达
11000 多件，比 1 月日均上升 4000 余
件。“除夕马上到了，很多人坐飞机回
家，托运的行李越来越多，超大超重，
对行李运输系统来说是严峻的考验。”

13日 12时，俞翚和同事钟诗楠顾
不上吃午饭，来到行李分拣区，检查行
李系统机电设备运行情况。俞翚蹲下
侧耳倾听传送机电机声音，“‘嗡嗡嗡
响’是正常的，若有‘嗒嗒嗒’或‘嘎嘎
嘎’声说明有问题，要视情况及时加油

润滑、调整或更换器械。”
每天日常巡视4次，在凌晨2

时最后一个航班结束，到5时首个出
港航班准备起飞前，俞翚和同事还得
利用 3个小时的“黄金时间”对行李运
输系统做深度检修。“虽然可以请专业
公司操作检修，但自己动手更快、更省
时间。”俞翚调侃，已练出一身维修好
本领。

“春运期间是特殊保障时刻，虽
然家在上饶，但是一两天往返的时间
都挤不出来。”俞翚告诉记者，整个春
节假期将守在机场待岗，“初五、初六
将迎来返程高峰，返程旅客的行李将
更多，我们已做好随时维修行李传输
系统，以及人力传输行李的多方准
备，尽力保障行李及时运送和航班的
正点起飞。”

看着航班起飞、降落，想着无数
旅客能在数小时内回到温暖的家乡、
见到一年未见的亲人，俞翚对自己
的工作知足又骄傲，“能在特殊时刻
坚守一线才是好样的。看到大家回
家我很开心，我和我的班组成员会
继续守护大家的旅途。”

机电运维 守在机场待岗保障
本报记者 赵 影

2 月 12 日，再过几天就是大年三
十。当日9时，“饿了么”外卖员王浩的
手机一如往常地“滴滴”作响。临近年
关，订餐APP发过来的派单不断，这意
味着王浩的送餐之路仍在继续。

“一大早，系统就发过来多个早餐
订单，豆浆、油条、拌粉……这些派单
不断从各个平台合作商家发送到任务
清单里。”过去一年，王浩的工作都是
从8时开始，奔波在南昌市红谷滩新区
凤凰洲周边区域、万达广场。

今年，王浩和其他5名同事接到了
春节值班的任务，从大年三十到正月
初六，他们依旧会骑着送餐电动车，穿
梭在南昌市的大街小巷。

28 岁的王浩从事外卖送餐快 3
年，今年第一次因为要工作无法回
家。“老家在湖北省咸宁市，听说我春
节没办法回家，6岁的儿子在电话那头
顿时哭起来，嚷嚷着要我回去，买新衣
服、一起玩耍。儿子还说，要我教他做

寒假作业。”王浩说，过年大家都希望
和家人团聚，一道开开心心庆祝节日，

“但工作需要我，总要有人坚守在岗
位。”

外卖小哥一年到头风里来雨里
去，常年奔波在外。“父母得知我不回
家过年，多次来电话叮咛，说工作的
时候一定要戴好头盔，多穿些衣服保
暖，身体才是第一位。”说到这里，王
浩有些哽咽，父母担心自己，身为儿
子更挂念年纪渐增的父母，有时候在
梦 里 都 会 感 觉 到 踏 上 了 回 家 的
列车。

“公司预估，我负责的区域除
夕、正月初一的日均派单量在 30
单上下，不比平常工作量少很
多。”公司承诺春节值班有额外
的奖金、留下值班的同事将抽空
搞个春节活动、还可找时间和家
人视频通话。王浩笑说，这些都
会让这个春节不太“冷”。

60岁的徐雪发是南昌市沙井街
道办事处市容所的环卫工人，2016
年，从永新县高桥镇引泉村来到南
昌，从事垃圾清运工作。两年来，他
没休过一次假，无论酷暑严寒，无论
是否节假日，全年天天在岗。

2月 13日，农历腊月二十八，
记者来到红谷滩新区卫东花园小
区附近的垃圾中转站，现场一片
繁忙景象，垃圾清运车进进出
出。徐雪发驾驶的垃圾清运车也
在车流中排队，对于春节不能回
老家与家人团聚，徐雪发的心里难

免有些遗憾。
为了赶在早晨 5时 30分前到市

容所打卡上班，徐雪发每天4时就起
床，风雨无阻地骑电动车半个小时
到工作地。5 时 30 分，徐雪发准时
开着编号为 14号的垃圾清运车，到
江信国际花园小区开始一天的忙碌
工作。

徐雪发说，垃圾清运工作看似
简单，其实里面有不少讲究。为了

防止运送途中出现垃圾抛、漏的情
况，徐雪发会将装满重物的黑色大
袋子压在垃圾顶部。

从 2016年工作至今，他没有休
息过一天。“有一天生病了，实在坚
持不了，就去诊所打点滴，打完后立
刻去上班。一个萝卜一个坑，请不
了假。”徐雪发说，虽说在别人看来，
这个活儿又脏又累，但他很珍惜这
样的工作机会。

随着农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
近，在外辛苦一年的人们纷纷踏上
归程。可对徐雪发来说，与 2017年
春节一样，这个春节仍要坚守岗位，
孤身一人在南昌过年。在永新老
家，徐雪发的妻子、儿子和孙女都希
望他回家团聚，吃团圆饭。可这个
简单的愿望对徐雪发来说，很难实
现。“如果我们也回家过年，那小区
里就会垃圾成堆，臭气熏天。维持
清洁环境少不了我们，街道干净，我
心里也敞亮。”徐雪发说完，发动车
子将垃圾倒进压缩机。

“离家近了，还是不能回家过
年。”2 月 11 日，方大集团九江萍
钢钢铁有限公司高棒车间，孙德新

忙碌着。原本买好了 13 日返乡的
车票，11日早晨，车间主任通知，春
节期间设备需要检修，他选择留下
来继续奋战。

1993年出生的孙德新，去年 11
月退伍，回到离家乡较近的九江萍
钢钢铁有限公司上班。“这是第六个
年头，不能回家过年，挺想家的！”孙
德新入伍以及转士官后，再也没有
回家过年，坚守在工作岗位。

“一家四口人，四个地方过年。”
说到情深处，孙德新抹了抹眼角。

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母亲刚做
完手术，父亲在杭州一家康复医
院当护工，姐姐已出嫁。

“都说过年要团圆，因为工
作关系不能与家人团聚，有些
遗憾。不过，厂里需要我，岗位
需要我。”孙德新说，“我在工作
上还是‘新兵’，利用检修的机会，

好好学习检修技术。”

据 了 解 ，从 今 年 开 始 ，如 果
“九 江 萍 钢 ”企 业 当 月 盈 利 超 过
1.5 亿元，每个月能再增加 2000 元
工资……这给员工注入了新动力，
大家集思广益，动手小改小革，提金
点子、合理化建议，助推企业创造更
多效益。“大家都铆足了劲，你追我
赶，我也不能落后，加把劲，存钱娶
媳妇。”这时，孙德新又乐了起来。

虽然过年不能回家，“九江萍
钢”厂部和车间的贴心关怀，令孙德
新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正月初
一，公司领导会到一线岗位，给员工
送祝福、拜年、发红包，厂部领导会
慰问每个坚守岗位的员工；就在前
两天，厂团委组织单身青年召开座
谈会，把关心送到他们的心坎里；车
间给每名春节坚守岗位的员工发放
过节大礼包，里面有糖果、饼干等，
让大家吃在嘴里，甜在心里。

“想家的时候，就拿出入伍时拍
的全家福看看，以解思念之苦。”孙
德新憨笑着说，“现在科技发达，一
家人可以视频聊天。”

钢铁工人 想家时就看全家福
本报记者 余红举 实习生 宋思嘉

2 月 12 日，在南昌市消防支队
丽景路中队训练场上，一群消防新
兵正在训练。18岁的新兵顾庆国正
背着空气呼吸器跑步，汗如雨下。

春节临近，许多游子踏上归程
与亲人团聚。然而有这样一群坚守
岗位不能回家的人，他们就是消防
官兵，在春节期间保护着万家平
安，是最牢固的“防火墙”。

顾庆国是云南省昭通市镇雄
县乌峰镇人，去年9月入伍，分配
到南昌市消防支队丽景路中
队。“爷爷是军人，从小就喜欢听
爷爷讲部队的故事，对绿色军营
充满了期待。”顾庆国说，“年关临
近，有点想家，想爷爷。但是，我

现在是一名军人，必须要严格要求
自己。”

“随着警铃声响起，我和战友迅
速翻身起床，所有人着装、登车，车
子出库，在一分钟以内完成。”顾庆
国告诉记者，他第一次出警是在晚
上，红谷滩一个小区出现火情，顾庆
国和战友听到警铃后迅速驰往火灾

现场。“第一次出警，有点紧张。按
规定，新兵是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
出警，第一梯队是老兵。到现场后，
我们负责现场警戒和供水。”火扑灭
后，顾庆国解除现场警戒，整理好水
带归队，已经到了深夜。

“以前看消防官兵救火，以为就
是拿着水枪灭火。成为一名消防战
士后，发现并不那么简单。消防官
兵非常辛苦，得背着几十斤重的空
气呼吸器进火场灭火。此外，以前
做事不考虑后果，现在考虑清楚后
才做决定。”顾庆国谈起参军后的改
变，深有感触。

顾庆国一天的作息表显示：每
天早上6点起床，打扫卫生，出早操，
然后就是器材训练。下午做俯卧
撑，天气好的时候，还要进行 5公里
跑步训练。

在消防部队，有着千千万万像
顾庆国这样的消防官兵，春节期间
坚守岗位，丝毫不敢懈怠。特别是
除夕这天，他们对家人深深的思念
只能藏在心底。

今年春节 他们不休假
接警人员 春节和平日无差别

本报记者 万仁辉 实习生 刘 畅

外卖小哥 除夕夜仍为你送餐
本报记者 刘 斐

环卫工人 为城市美容心敞亮
本报记者 徐黎明 实习生 陈思琪

消防官兵 筑万家平安防火墙
本报记者 邹晓华

▲2月12日，朱根
红在接听报警电话。
本报记者 万仁辉摄

▼徐雪发将垃圾
运到垃圾中转站。

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孙德新正在检
修设备。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俞翚与同事在
巡检行李传输系统
设备运行状况。
本报记者 赵 影摄

▶顾庆国背着空
气呼吸器训练。
本报记者 邹晓华摄

◀2 月 12 日，
王浩依旧在送餐。
本报记者 刘 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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