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 30日凌晨四点半，轻微的闹铃响
起，望了一眼漆黑的窗外，郑州公交 29路
早班车车长陈林关掉了闹钟，轻手轻脚地
爬下床。早起了 8年，离开被窝对他来讲
已不是难事。

4点 45分，陈林骑上电动车，出了小
区。5点 22分，到达公交公司。陈林照例
先走到自己的公交车旁，开电，开气，检查
车辆。如果遇到轮胎没气就要换胎，来不
及的时候只能换开另一辆车，换胎只能委
托其他人。换车就意味着重新做一遍准备
工作，所以虽然车辆6点发车，可驾驶员们

要提前半小时到班。
陈林说：“公交车厢就是一个小世界，

小社会，在这个不到30平方米的世界里每
天都会上演不同的剧情。我坚信通过我的
努力，关键时刻，车长就可以像是冲突中的
调和剂，善行中的使者，无知世界中的牧
师，传递世间最宝贵的爱和良知，唤醒还在
文明的角落沉睡的人们。”在公司上班的8
年来，无论严寒酷暑，他都不畏困难准点发
车，开着29路公交车行驶在还未完全苏醒
的城市中，承载着无数年轻人的梦想，穿梭
在郑州的大街小巷。

公交早班车长
坚持8年
凌晨4点多起床

非法小广告越来越猖獗地出现在路
灯杆、垃圾箱、配电箱、地面、树干、花坛、
桥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称作小广
告的终结者，一把铲子、一个水壶、一沓砂
纸和一块抹布，骑着电动车穿行在城市里，
铲除掉这些影响市容市貌的“牛皮癣”，环
卫工王永平就是其中之一。

每天清晨五点，无论寒冬酷暑。王永平
顾不上吃早饭，洗把脸就要出门,赶到与工友
的集合地点，在等待工友的间隙，她拿出带的
凉馒头啃了起来，她说:“过一会儿还得集体
去铲广告，我先吃点垫巴垫巴。”

王永平负责的路段是郑州市金水区三
全路、索凌路、宏达路等六个路段，每天清理
三四遍，骑行累计40多公里，电动车的电量
经常不足。为此，中午回去吃饭的间隙她赶
紧为电动车补些电。已经习惯了这每天忙
忙碌碌的生活，不管工作上如何辛苦，总是喜
欢笑对人生，因为她乐在其中。王永平常说，
作为一名城市“美容师”，我骄傲。在郑州打
拼的二十多年里，她也见证了郑州发生的翻
天覆地的变化。盖的楼又高又多，修的路又
宽又平，生活越来越好了……她相信，只要
自己努力，美好的生活就离自己不会太远。

环卫工人
5点起床
清洁城市“牛皮癣”

7月31日，时钟的指针渐渐靠近午夜十
二点，郑州铁路局郑州北编组场旁的列检小
院中，车间食堂的繁忙却是刚刚开始。

车间“深夜食堂”的师傅范凯旋说，在刚
接手的那段时间，经常感到手忙脚乱。为了
做好这餐饭，他托朋友、找关系，联系到了一
位黄河饭店的大厨拜师学艺，他还自学营养
搭配。经过不懈努力，短短半年，范凯旋做
的饭就成了车间“深夜食堂”的招牌。

8月1日凌晨，对讲机中传出了值班员
安排一组职工开饭的声音，因为繁忙的工
作，检车员们的开饭时间通常会在夜里12

点以后，四个小组分开开饭，这样才能保
证列车按时开出。刚从现场作业回来的
检车员吃着热乎新鲜的饭菜，享受着空调
带来的习习凉风，短暂的休息，为辛苦的
检车员补充能量，身上的疲惫仿佛也一扫
而光。

休息过后检车员们又整装待发，投身
“战场”，而此时，时钟已经指向2时50分，范
凯旋又开始收拾食堂、刷洗厨具、擦拭炉灶、
整理副食库，等收拾停当，天色已经开始蒙
蒙亮了，看着微红的天空，范凯旋伸了个大
大的懒腰，轻声说道：“新的一天开始了。”

“深夜厨师”
午夜后

为铁路工人做早餐

大河网评

网事聚焦本期焦点

□大河网记者 宋向乐

出门在外难免会有困难，这不，这位驾驶
员在高速上爆胎被困住了，急得满头大汗，幸
亏河南高速交警及时帮忙得以脱险。令人没
想到的是，民警做好事不留名，居然被司机在
朋友圈“通缉”了。警帮民，民赞警，让人感动！

7月31日，在郑州的朋友圈里转发着一
个“紧急通缉”的“寻人启事”：2017年 7月
31日上午九点左右，在郑州到新郑机场上绕
城的高速路口，一位新手司机开的车被扎爆
轮胎，停在路边。一辆巡逻警车上下来俩警
察问明情况，二话不说帮忙修车，他们浑身
是汗，在只有简陋的工具情况下不到 20分
钟就把车胎换好了。开车的司机也没记住
他们的胸牌警号，问他俩叫啥名字是哪单位
的，他们啥也不说，不得已只好“紧急通缉”！

司机把民警帮忙修车不留名的事情发
到朋友圈后，被他公司的同事纷纷转发，网
友也帮忙找人。该公司一员工正好认识管
辖机场高速的民警，对方通过现场修车照片
认出是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徐玉成、余
晓伟。直到此时，民警徐玉成、余晓伟这才
知道自己在朋友圈里被“通缉”了。

据了解，7月31日9时许，河南省公安厅
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执勤民警徐玉成、余晓
伟巡逻到机场高速与郑州西南绕城高速互通
处附近时，看到北向南方向一辆白色轿车停
在高速路边，上前一看车辆前轮爆胎了，司机
急着去开会却不会修车，急得满头大汗却无
从下手，民警了解情况后，二话没说迅速帮司
机把车胎换好，司机连声表示感谢，由于当时
急着去开会，没有来得及问出民警姓名，于是
就出现了开头“紧急通缉”的一幕。

□申国华

日前，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今年上
半年，全国查处的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
上升 3.9倍，因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造成的交通
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分别同比下降 15.4%、5.3%
（8月1日《人民日报》）。

礼让斑马线，并非仅仅是文明交通的一项倡
议,而是写入法律的具体条款。然而，在一些地
方，机动车和行人互相“较劲”，十字路口，大车堵
小车，谁也不让谁，导致斑马线上险象环生。据
统计,近 3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
行人的交通事故高达 1.4 万起,造成 3898 人死
亡。其中,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导致的事故占了
90%。究其原因，主要是少数驾驶员法律意识淡
薄，存在侥幸心理。所以，交通违法行为集中整
治需要严格执行。

重典治乱。今年以来,北京、上海、石家庄等
地先后出台“最严交规”。比如：6月中旬，北京交
管部门宣布,对于未停车让行的机动车驾驶员处
以200元罚款记3分。人们普遍能够感觉到，经
过对交通违法行为的集中整治，许多路段交通秩
序好转很多。

持久养成。对于驾驶员而言，既要熟悉交通
法规，更要自觉养成文明行车的良好习惯。而做
到这些，需要长期狠抓交通违法行为治理。杭州
花了十年时间，严格惩治交通违法行为。目前，
市区斑马线前的礼让率已经超过 93%,公交车

“礼让斑马线”率达到99%，可以说，自觉遵守交
通法规，礼让斑马线已成为杭州大多数驾驶员的
行为习惯。

礼让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有赖于严
格执法。比如：“醉驾入刑”，就是 2011年 5月 1
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新增危险驾驶罪，将
醉酒驾驶机动车入罪、入刑。近年来，广大驾驶
员普遍养成“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良好习
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关部门的严格执法。

礼让斑马线，严格执法不能“缺席”。让更多
的人养成文明驾驶、文明出行、礼让斑马线的良
好习惯，并且从他律到自律，只有严格执法才能
更持久、更彻底。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杨旭东 河南省社科院专家、博士

随着城市化规模的日益扩大，像郑州
这样的巨无霸型大都市，每天的正常运转
需要依靠无数个平凡工作岗位上的人长年
累月的艰辛付出，他们当中有许多是从农
村进入城市，在自己的岗位上奋斗多年的
外来人员，没有他们，就没有正常的交通秩
序，就没有清洁卫生的环境，就没有可口美
味的早餐……正是他们支撑起了整个城市
大厦。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城市真正
的主人，是城市发展和建设的功臣。我们
应该向他们鞠躬致谢。除此之外，可能我
们更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首先，应该理解他们的艰辛。这些普
通岗位上的普通人，为了养家糊口也好，为
了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也罢，他们往往都是
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了很多年，无论酷暑严

寒，风雨无阻，这背后的艰辛、枯燥、劳累等
各种滋味，非亲历难以体会。当我们遇到
他们时，请多一份理解，哪怕他们的工作偶
有失误或不尽人意。其次，尊重他们的劳
动。无论新市民，还是本地人，大家都是城
市的一分子，互相的尊重和礼让是最基本
的城市文明。更何况，他们其实在为每一
个生活在同一座城市里的人直接或间接的
服务。岗位不同，贡献有别，但在辛勤的劳
动面前，大家是平等的，对对方劳动的尊重
彰显的是人格的平等和文明素养的高度。
最后，致敬他们的精神。这些普通小人物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平凡岗位上的工作，已
经使他们工作的性质从单纯的谋生转化为
一种本职岗位的神圣职责，甚至是一种崇
高无私的精神。我们应该向他们认真履职
的高度责任心致敬，向他们辛勤奉献的精
神致敬。

专家观点

小人物支撑起大城市

礼让斑马线
严格执法不能“缺席”

俩民警做好事不留名被朋友圈“通缉”

近日，一段关于“郑州街头放一箱硬币，每人
最多取5个”的视频在网上传播，视频中放满硬币
的“爱心零钱箱”上写着：“如你急需用钱，请自取，
每人最多5元！”箱子旁没有人值守。其实，这是
一家网络科技公司做的“道德实验”，零钱箱附近
有人隐蔽拍摄和记录。一天下来，不仅没有出现

“多拿多占”的现象，反而出现了有人拿出自己的
零钱放到爱心箱里的善举。这件事在网上引起热
议，网友们纷纷点赞：“善良是可以传递的。”

网友“挖小白菜”认为，这个“爱心零钱箱”让
人眼前一亮，虽然公司在做诚信测试，但是确实让
很多没有零钱用的人享受到了便利，感受到了体
贴和善意。网友“七月七日”说：“坐公交忘带零钱
这种尴尬，相信不少人遇到过。向其他乘客借，不
好开口。不找人借，那就得忍痛来个超额支付，有
了爱心零钱箱就方便多了，希望可以保持。”

网友“少女心薯片”为郑州市民的素质点赞，
认为小小的爱心零钱箱折射出的是文明光芒，传
递着信任的力量，而这也恰恰是文明城市发展的
题中之义、求索之道。网友“余生”表示，国民素质
正在逐渐提高，国家会越来越好。网友“Riyo”
说：“我们都在努力向前。我们不仅要富强，人文
素质上也不能贫瘠。”

更多网友认为，市民的善举有助于让大家重
拾对社会的信任和善意。网友“MR-FAN先生”
说：“善良是可以传递的，一个人恪守道德底线，与
人方便，与己方便，会影响身边更多的人将美德延
续。”网友“追梦流星”说：“曾几何时，我们遇到路
边跌倒的老人不敢扶，遇到急需救助的人不敢伸
出援手，我们怕被误解被骗，也渐渐包裹起自己
的恻隐之心，但是，看了这个视频后，心中倍感温
暖，他们的小小举动，让郑州这座城市变得温暖
又可爱！” （梁倩文）

郑州街头现“爱心零钱箱”，没有
人多拿多占。网友点赞：

善良是可以传递的

司机在朋友圈发文：“通辑”感谢热心民警 网络截图

□统筹 郭俊华 孙华峰 执行 大河网记者 祝传鹏 实习生 高震 周颖莹

凌晨，当整个城市万籁寂静的时候，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悄悄离开舒适的被窝开始一整天的劳动，城市便在他们的

忙碌中渐渐苏醒。时光轮转，日日如常。这些人中，有清洁工、送奶工、公交车司机、早餐店老板、建筑工人……他们为

了自己也为了这座城市更加美好，忙碌着、奔波着、奋斗着。正是他们这些平凡的小人物支撑起了整个城市的运转，以

行动为郑州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征程中添砖加瓦。

早安，唤醒城市的人

8月 1日 5点，一阵清脆的闹铃声打破
了清晨的宁静，位于郑州科学大道附近宛
城手工饺子店的刘先生关闭闹钟，简单地
收拾东西，一家人忙碌起来。

5点半，刘先生早餐也顾不得吃，用凉
水洗了把脸，骑着电瓶车去菜市场购买店
里所用的蔬菜，刘先生 10 年来一直坚持
自己挑选食材的原则，挑选最新鲜的蔬菜
和肉，6点 15分，刘先生买到新鲜的韭菜
和猪肉就匆匆往小吃店赶。6点 40分，他
一到家，把菜卸下来，仔细地洗过手，就开
始和面。

7点10分，面也醒得差不多了，食材也
准备好了，锅里的水开始沸腾，剩下的就
是包水饺了，一家人忙忙碌碌，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任务，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工作。
7点 30分，城市中的大多市民开始苏醒，
街上锻炼的人开始多了起来，很快，刘先
生的饺子馆有了第一单生意。刘先生说：

“一份水饺 12元，一天能卖多少他没有细
算过，赶上下雨天人就会少点，好天气人就
多点，多的时候完全忙不过来，偶尔会在晚
上加班，但每天早上5点起床，是雷打不动
的习惯。”

小吃店老板
5点起床

卖了10年饺子

8月 1日，凌晨四五点钟的郑州，天渐
亮。50多岁的杨鹏成每天早上这个点准时
醒来，简单洗漱完就静悄悄出门了，有时提
前去购买建筑材料，有时到工地视察建筑
质量。杨鹏成已经是郑州拓新建筑有限公
司的董事长，多年在建筑工地养成的早起
习惯，24年没有改变。

1993年杨鹏成来到郑州，带领十几个
人盖楼粘瓷砖。转眼 24 年过去了，他负
责施工的大楼不计其数。郑州市建委大
楼、河南省体育中心等都洒下过他们辛
劳的汗水。这一路走来，吃过亏、吃过
苦、受过罪。“刚开始干并没有那么容易。

那时候起得比现在早，到处跑大公司去接
活。后来公司效益越来越好，已经有 200
人的规模。杨鹏成说，既然工人们选择离
开老家跟着他在郑州干，他就得对他们负
责，安排好这里的一切，让他们踏踏实实
挣钱养家。

在建筑行业闯荡多年的杨鹏成也是一
位有着十几年党龄的老党员，2006年成为
南阳市内乡县驻郑州创业人员党总支书
记。这些年来他获得过“先进劳务队”“优
秀党务工作者”“共产党员标兵”等荣誉，对
于现在在大城市奋斗打拼的年轻人，他常
说：“要多吃苦、多学习、为社会作贡献。”

建筑公司老板
4点多起床

24年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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