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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凌晨1点53分，《大河报》
进入印刷流程。

记者来到位于郑州市经开第
三大街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印务
中心。刚走进印刷一号车间，机
器的轰鸣声让人很不适应，车间
里的印刷工人将要开工，其中就
包括该车间唯一的女员工，41岁
的郜景红。

景红麻利地把头发盘起，笑

着说：“怕头发绞进机器里。”作为
女人，景红从业 18 年来没烫过
头，没留过长指甲，岁月给她留下
的，是浸入皮肤、洗不掉的黑墨
迹，“你看我的手，都是黑的，这都
不像女人的手。”景红开玩笑说：

“在车间，我就没把自己当女人
看，都是汉子！”

景红的心最细，所以给她安
排的活，也是最需要耐心的岗

位。“说白了就是‘看报纸’，看看
报头、背景啥的，是否有色差、重
影，发现问题就得赶紧调试墨色，
最起码得让读者看着舒服。”景红
边说边抽查。

由于车间里噪音很大，与景
红交流一段时间后，记者感到
嗓子很不舒服。景红说，他们
已经习惯了大声说话，嗓子也
常常喊得发痛，印刷过程中随

时可能出现状况，“耳塞也不能
塞，会影响交流，得时刻保持耳
聪目明。”

高度紧张的状态，大约持续
了两个多小时，印刷完成后，报纸
也被装车待运。眼瞅着黎明就要
来临，景红的工作并没有结束。

“最后大家还要一起擦机器。”景
红说，对待印刷机就像照顾孩子
一样，要用心呵护。

朦胧夜，铿锵玫瑰悄然绽放
妇女节到来之际，记者带您走近夜里仍坚持工作的“女神”们

阅读提示丨
知道每日新鲜
的新闻资讯是
如何送到你手
中的吗？在新
闻生产线上，
从记者交稿那
一刻起，一件
新闻“产品”的
夜间“旅途”就
开始了，从女
编辑、印刷女
工人，再到女
性发行员，总
有一些内外兼
修的“女神”，
抹 去 性 别 标
签，默默干着
不少男人都无
法胜任的艰辛
工作，她们又
有着哪些不为
人知的故事？

你对编辑是什么印象？戴着
眼镜、捧着字典、一身学究气？眼
前这位可能要颠覆你的想象：黑
丝短裙高跟鞋，标准的信阳女子，
她就是大河报新闻编辑中心的首
席编辑庞瑞妍。

每天下午4点，她会准时出现
在报社会议室，开始一天的工
作。“这是稿件协调会，编辑要参
加，需要提前了解稿件内容，好与
记者沟通完善。”庞瑞妍说，每天

晚上7点，作为一版编辑，她还要
参加当天的配稿会，与夜班总值
班商量一版如何安排。

2日晚9点多，记者跟随庞瑞
妍来到组版中心，打开编稿组版
专用软件，上版的稿件已呈现在
电脑屏幕上。与记者核实稿件内
容、调整稿件结构、斟酌标题。制
作好标题，版面大致安排好后，她
就要与美编沟通做版，其间也很
难有闲暇时间。直到凌晨1点左

右，等报纸签版完毕，庞瑞妍的工
作才算结束，每天如此。

她说，因为工作时间都是从
下午到夜里，而丈夫单位远，中午
不能回家，所以俩人一周几乎不
碰面。普通女人下班回家的温
暖，夜班女人无从奢求。至于朋
友，“约你几次你都不去，后来就
没人叫你了。”

庞瑞妍说，夜班中的女人是
铿锵玫瑰，作为一名职业新闻人，

工作中必须理性，要把脆弱扔在
脑后。

“我热爱这份工作，所以不觉
得辛苦。”常常做完版后，她还在
想某个标题，“可能改一个字会更
好。”她说，对于新闻中那些需要
帮助的人，有时候一篇优秀的新
闻就能帮到他们，改变他们的命
运，这就是新闻人的价值。

红头发斜扎成马尾，棒球帽
配球鞋，你一定猜不到，这名“元
气满满”的大河报发行员赵娟已
经53岁，从事送报的工作也已13
年了。

半夜起床，走街串巷，顶严寒
冒酷暑，一般女性难以想象的辛
苦，赵娟都扛下来了，“一份工作
干了就要干好。我也下过岗，那
会儿我愁得脸上全是斑，一出来

工作心情就好了，皮肤也好了！”
5点起床，到站里领报、分报、

合报、放广告，再送到读者手中，这
是赵娟每个早晨例行的流程，值班
时更早，凌晨4点就要来站里接印
刷厂的送报车，早餐没按点吃过。

6点18分，从大卫城北侧的
小商店开始，赵娟开始了送报之
旅。“您好！早上好！”这是赵娟的
个人标志，遇到每一位读者，她都

会露出大大的笑容，送上这句温
暖的问候。“平时不搭理人，订报
时再问好，人家能订吗？”赵娟说，
这样的工作态度让赵娟辖区内一
个单位的领导赞誉有加，甚至把
她的故事编成小品在年会上表
演，“她奇怪地问过我‘你送报纸
每天都能这么开心吗？’开心是带
给别人的，其实也是给自己的。”

“北边那栋高层，不让钉报

箱，我得上到30层，一层层往下
送。还有一栋老楼，报箱里的报
纸总被偷，我也得挨家挨户送。”
赵娟认真地说。

2小时40分钟过去，送报体
验接近尾声，记者已经累瘫，赵娟
还是笑容满面，“以前有人说过
我，你不适合坐办公室，还真对，
我就喜欢跑，得出来才能快乐，才
能年轻。”

说起儿子，李亚军一脸
愧疚。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
时，因学校离家走路要一个
小时，需要每天接送。为了
照顾孩子，她和丈夫一个上
早班，一个上下午班。早上
由丈夫送孩子上学。下午4
点孩子放学，由她下班后负
责去接。

“2010年11月1日下午，
因公司新进了一批新型公交
车，车队派我去接车。本以
为很快能把车开回车队，不
会耽误接孩子。没想到接车
手续比较繁杂，一直等到下午
5点，我接到婆婆打来的电话
时，才想起忘接儿子了。”李
亚军说，当时她吓坏了，赶紧

跑到学校寻找，哪还有儿子的
踪影。当天晚上7点，就在一
家人快要急疯时，小家伙背
着书包，满头大汗地回来
了。原来，小家伙平时跟大
人坐公交车去过学校，当天
下午见妈妈迟迟不来，就顺
着公交车行驶的线路，独自
走回了家。

聚焦

开篇的话 与白天的喧闹相比，零点后的郑州笼罩在寂静的夜色中，而这静得让人发怵的黑夜，却也包裹着缤纷的色彩。因
为还有许多人醒着，忙碌在工作一线。今天就是“三八”妇女节了，大河报记者带你走近几位有故事、平凡又特殊的夜班“女
神”，讲述她们那些不为人知的甘与苦，用体验的方式，记录属于她们的那份坚守。

新闻生产线上的“女神”们

熬夜烹制您手里的这份“精神食粮”
编辑庞瑞妍：保持理性，把脆弱扔在脑后

印刷工郜景红：“车间没有女人，只有汉子”

发行员赵娟：送报也把开心带给大家

早班女公交车长

出发前，还要给车“体检”一个多小时

□记者 李岚 文 见习记者 赵龙翱 摄影

阅读提示丨“睡意蒙眬的星辰，阻挡不了我的行程。”这句歌词，可以说是对早班
公交车女车长的真实写照。无论严寒、酷暑、黑夜或是黎明，她们都要周而复始地接
送着乘客。前天，记者跟随郑州市公交一公司二车队102路公交女车长李亚军，从
出车前准备到下午下班，真实体验了她一天的工作。

夜幕下，她做着繁琐的发车前准备

前天凌晨，天还没亮，42
岁的李亚军就从家里出发去
上班了。李亚军是102公交
线路的一名早班女车长，驾驶
公交车已经21年。凌晨4时
30分，记者赶到位于伏牛路与
淮河路交叉口西南角的 102
路公交场站时，李亚军已经换
好了工装。

“发车前，要做的准备工
作很多。”李亚军说着，递给记
者一双线手套和一块抹布，拧
开气阀和电源开关后，直接走
到车后打开了后备厢盖。

“这里安装的都是公交车

的运行机器和设备，开车前一
定要检查一下机器的运行是否
正常，发现异常要及时上报维
修，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李亚军拔出机油箱里的机油
尺，指着上面约3厘米长的黄
色刻度尺说，正常的情况下，油
箱中的机油不能太低，否则，设
备就不能正常运转，甚至烧毁
发动机。

检查完设备后，李亚军让
记者用抹布将设备上的灰尘
擦拭干净。她说，每次出车前
和收车后，都要把车上机器设
备擦一遍，防止上面灰尘和油

腻积聚，堵塞管线，腐蚀设备。
查完机器设备，李亚军开

始检查轮胎。她拿出一把铁
锤，让记者敲击轮胎。“用扳手
拧拧，看看每一个车轮上的固
定螺栓是否松动。”

接下来，是打扫车厢内卫
生。李亚军让记者擦扶手和
座椅，个高的她负责擦高处的
扶手。她说，公司有规定，发
车前，车厢要“五净一亮”，即
地板、厢板、扶手、工作台、座
椅要擦拭干净，门窗玻璃要擦
得明亮，否则不允许出场站。

怕堵车无法上厕所，不敢多喝水

凌晨5时40分，一切准备
就绪后，满头大汗的李亚军，
驾驶着当天102路的第一班
公交车，驶出了车队的停车场
站，赶往始发站点——伏牛路
淮河路站。

到了站台前，她将车子停
稳，随即打开车门，迎接乘客
上车。听到6点钟的报时后，
李亚军关上车门，发动了公交
车。随着清脆的报站声，她开
始了 21 年如一日的行车工
作。一路上，踩离合、换挡、加
油门、刹车，她做得十分娴
熟。随着一站站的经过，车厢
里的乘客越来越多。到了中

原路工人路站点，车厢已经挤
满了乘客。

李亚军1995年成为102
路的车长。当时，102路公交
车是带着两条“长辫”的电车，
整条线路上都是清一色的女
司机。后来，因郑州市区修建
地铁，电车改为普通车。她每
天要驾驶公交车在线路上至
少跑6个来回。采访中记者发
现，她每个来回要报30多次站
名，不断向上车乘客问好，说
上百次“给老弱病残及抱小孩
者让座”。每趟行程 16.6 公
里，换挡、踩离合等重复操作
要来200多次。“开公交车的，

一年到头没有假期，出车时不
敢多喝水，以免中途遇到堵
车，无法上厕所。”李亚军说，
近几年，郑州市区到处在施工
修路，交通拥堵不堪，尤其是
雨雪天气，她最长一次被堵在
路上4个小时，饿得头昏眼花，
但只能忍着。

据二车队书记陈欣介绍，
由于公交行业群体的特殊性，
使得不少车长不同程度地患
有颈椎病、腰肌劳损、肩周炎、
椎间盘突出等职业病。李亚
军的丈夫以前也是一名公交
车长，后来因腰椎病放弃了开
车。

因为忙着接车，差点丢了孩子

助产士

昼夜奔忙在产房
守护生命诞生
□记者 张瞧 文图

阅读提示丨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对于毫无经验的初产妇而言，助产
士绝对是真正意义上的守护神和合作伙伴。助产士集接生、护理于一
身，她们熟悉产妇的每一个表情和反应，熟悉产程进展的每一种变化，并
能应对产程突变的各种情况。可谓一双温柔手，托起两个生命。

医护人员深夜备战紧张有序

“产妇的信心和紧张程度对
分娩影响很大，你们谁给产妇打
个电话鼓励下？宫口都开到7
公分了，这会儿嚷着要剖。”3月
5日晚11点，大河报记者来到河
南省人民医院的产房外，一扇半
开的小门处，一位护士正在与门
外的产妇家属交流。

佩戴口罩、更换消毒衣帽和
鞋后，全副武装的记者走进了产
房。产房内十分安静，待产室内
有两名孕妇正躺在床上。两名
准妈妈都使用了镇痛麻醉以减
轻疼痛。

11时30分，护士长刘利为
一位准妈妈做完产前心理疏导，

助产士魏亚娟的召唤便传来：
“王静怡（化名）宫口已开全，可
以上产床啦！”消息传来，护士们
便开始在各自的岗位上有条不
紊地忙碌起来：帮产妇挑选合适
的食物和饮品；搀扶产妇至生理
产房；清点、包装器械；准备产
包。助产士魏亚娟则开始进行
个人“备战”的最后一个关键步
骤：用皂液及流动水反复冲洗双
手至肘上10公分。

现年38岁的魏亚娟有19
年的助产工作经验，她已经记不
清护理过多少位产妇，迎接过多
少个小生命。

助产士这样守护生命的诞生

11时46分，王静怡躺上产
床，刘利拿出饮料和巧克力喂她
吃。“能吃就吃些，补充点能量！”
魏亚娟一边检测胎心、宫缩和羊
水的性状，一边嘱咐产妇。

不一会儿，宫缩越来越厉害
了。魏亚娟在身旁指导产妇使
用拉玛泽呼吸法：“调整呼吸，我
叫你吸气你就吸气，叫你呼气你
再呼气！宫缩没来时正常呼吸，
宫缩要来时深吸一口气，然后憋
着，宫缩一来马上呼气，然后用
力！”

麻醉药力减退，王静怡开始
痛苦地呻吟。“使劲儿，乖！”“太
棒了！换气再来！”助产士和护
士长一遍遍告诉产妇如何使劲，
怎样保存体力，采取什么样的姿
势。

12 时 15 分，产妇吸上氧
气。12时23分，给予外援催产
素。12时40分，抗不住疼痛的
王静怡大声叫了出来。“看到宝
宝的发顶了！歇一下，歇一下！”

“由着劲儿，别太猛！”……魏亚
娟细心地指导产妇。

凌晨1时07分，宝宝头朝

下趴着自然娩出。魏亚娟用双
手托住宝宝后背，守在一旁的刘
利迅速将新生儿口鼻中的羊水
和分泌物清理掉。魏亚娟快速
给新生儿剪脐带、结扎脐带、洗
油浴，然后将宝宝递给护士称
重……

产程结束后，魏亚娟继续监
测王静怡的体温、脉搏、血压和
宫缩情况。凌晨1时35分，宝
宝被抱至产床上，躺在妈妈怀里
吸吮初乳。“你要在这里观察两
小时，有什么不适可随时叫我。”
魏亚娟吩咐过产妇后，准备去待
产室探望另一名产妇。

魏亚娟说，她当天上夜班，
从晚6点到次日早上8点，夜班
顺产分娩量比白班要多。助产
士的工作处于临床第一线，要反
应快，手脑并用，体力也要好。

“熬夜是家常便饭，要时刻保持
头脑清醒，孩子降生就是一瞬间
的事，要防止他窒息、缺氧。处
理完新生儿，还要等产妇娩胎
盘，要处理撕裂伤或应对大出血
等突发情况，神经得一直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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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趟发车前，李亚军都要清理车厢和车内设备上的灰尘，并检查车况和设备性能，确保安全运营。

晚上10点，编辑庞老师正在加紧做版，手边放着一杯茶用来提神。 赵娟把报纸装车，准备送到读者手中。郜景红正在仔细查看报纸是否有印刷错误

魏亚娟在为新生儿做脐带结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