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我的坚守可以挽回病
人的生命

4月 29日凌晨时分，或许多数人都
已进入梦乡，而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烧
伤科 ICU病房里，全部医护人员都在紧
张地进行抢救工作。五一小长假的第
一个夜晚，也是他们工作最繁忙的时
刻。

李琰光是该科室的一名医生，晚上9
时他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通知：有几
个特重烧伤病人将于当晚抵达医院。之
后他便即刻赶往医院待命。他说：“我的
手机都是全天24小时开机的，周末和节
假日也不例外。”

深静脉置管补液抗休克、应用呼吸
机辅助呼吸、心电监护、有创动脉压检
测、PICCO监测、急诊气管切开、肢体减
张手术……他忙完已是4月 30日早上6
时，体力不支的他倒在值班室的小床上
休息了一个小时。

“现在几位患者仍处于休克期，病情
危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需要密切监视
并随时调整治疗方案。”李琰光说。

“ 脑力劳 动 ”结 束 还 有“ 体 力 劳
动”——为大面积烧伤病人换药，这项
工作需要整个科室的人齐心协力快速
地完成，才能减少病人的痛苦。由于病
人创面渗出较多，剪开层层的纱布，一
股浓烈刺鼻的血腥味扑面而来，隔着层
层口罩依然会让人不适，而李琰光却早
已习惯。

“假期这两个字在我从事医疗行业
的第一天起就是奢望。我们的职责是
救死扶伤，时间就是生命，一分一秒都
马虎不得。”李琰光说，如果我的坚守可
以挽回更多的生命，那是值得的，这也是
医护人员的责任和义务。

交巡警：炎炎烈日下保畅通

4月 29日是“五一”小长假第一天，
也是郑州航展的第三天。在航展现场、
周边的各个交通路口及停车场有一群
人，他们头顶骄阳，站在滚烫的柏油路
面上，尽管离航展很近，但他们从来没
有去认真看过，哪怕是远远地看看天空
中精彩的飞机特技表演，而是有条不紊
地指挥、疏导着川流不息的车辆，他们
就是坚守在航展交通安保岗位上的交
巡警。

今年郑州航展最热闹的地方当属上
街区的现场了，每天都有数万人前来参
观。前两天的一场雨过后，晴空万里，非
常适合航展期间的飞机特技表演，可气
温也随之骤增至 32℃，地面温度接近
37℃。

“这个立交桥（洛宁路）路口和淮阳
路立交桥是上街区至航校机场的必经之
地。”上街交巡警大队副大队长王玉宝站
在自己的岗位上说，很多本地人和外地
人开车来看航展，都要经过这两个路口，
车辆非常多，桥下车辆排的队就没有断
过，交通压力比较大。

4月29日7时，所有的民警已经全部
到岗到位，忙着用锥桶摆放出引导车道、
禁停位置，迎接即将涌来的车潮，他们的

“五一”假期也就此开始，而主题是为老
百姓营造一个安全、开心的节日氛围。

晚上8时，“晚霞秀”飞机特技表演、
音乐晚会结束，观展的人开始陆续出场，
又一次交通高峰来临，一天下来早已腰
酸腿疼的执勤民警却像“打了鸡血”似
的，精神抖擞地站在车流中不知疲倦地
疏导着涌来的车流。

据了解，这次航展，共有300名交通
民警、辅警、保安人员参与此次 2018郑
州航展的值守。在这个假期为他们的付
出致敬。

外卖小哥：每月跑 1000
多公里是常态

“您好，您点的外卖到了，开下门
吧。”4月30日上午10时许，外卖小哥郑
远胜就完成了今天的第10单。劳动节假
期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特别，郑远胜告
诉记者，送外卖这行属于多劳多得，节假
日无休是自己的工作常态。

作为一名80后外卖小哥，郑远胜以
前是个货车司机，今年1月才开始从事外
卖送餐工作。记者见到他时，他正提着
三盒外卖在小区里打听客户的具体楼
号，神色略有焦急。“我的方向感一般，在
小区里经常迷路。”他说。

“用户电话打不通或关机是挺让我
们头疼的事。比如有一次一个卖红木家
具的用户点了一份餐，是米饭配菜。我
到了商家那里，他们说米饭没有了需要
联系下用户，而十来分钟了对方电话一
直没人接。因为这事，后来连着耽误了
好几单。而且越是刮风下雪的天气，我
们的单子越多。”他无奈地说。

采访期间他不时地看下手机，关注
订单情况。当记者问及他这个月送外卖
跑了多少路时，他向记者展示了手机平
台的数据，在不到一个月的记录中，他的
送餐里程竟达到了 1215公里。“这还仅
是配送距离，如果再加上赶到商家的路
程，这个数乘以二也不过分。”

“配送工作比较辛苦，但我一直告诫
自己不用急，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郑
远胜刚说完，便开动车子，前往位于十里
铺的商家。

铁路养护工：伴着火车汽
笛声入睡心里才踏实

处于大山深处的孔庄站，是中国铁
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太原至焦作铁路
中的一个四等小站。小站三面环山，一
面临沟，远离城镇，生活环境极为恶劣。

线路工陈泽是一名不折不扣的“铁三
代”。出生在孔庄，并在孔庄长大的他，5岁
那年离开孔庄20年后，2003年7月，25岁
的他回到了孔庄养路工区，一待就是15年。

陈泽所在的养路工区，主要负责养
护17公里铁路，17公里铁路全部在山里
的洞里和桥上。山区铁路的特点就是弯
道多、坡度大。每天行驶的都是载重
5000吨的运煤火车，一天有70多对，铁
路稍有点问题，都会造成严重后果。

作为养护铁路的养路人，陈泽他们
每天的任务就是对管辖的设备检查养
护，保证铁道上直线地段的钢轨处于平
直状态，弯道地段的钢轨圆顺，标准以毫
米计算，为在铁路上行驶的火车提供平
坦畅通的大道。

今年的五一假期，陈泽和平时一样
留守在岗位。夜晚的孔庄车站，除了每
隔10分钟就响起驶过火车的鸣笛声，没
有其他声音，然而这响起的鸣笛声，对于
陈泽来说，却是最动听的催眠曲，最想听
到的声音。

“因为只要有火车不停驶过，有鸣笛
声，就证明我们养护的铁路没有问题。如
果突然听不到火车声音了，我的心都揪得
紧紧的，只怕哪里的铁路不好了。”陈泽说。

客服专员：商场加班，我们
就加班

95后的张含是郑州中大门保税直购
体验中心（以下简称“中大门”）的一名客
服专员。五一期间，中大门推出了一系列
优惠活动，无论是线上的订单推送，还是
线下的顾客咨询，工作量比平时增加许
多。张含所在的中大门客服团队比以前
更加繁忙，一直加班加点，应对来自客户
的各种问题。

张含告诉大河网记者，五一期间，无
论是应对线下的咨询投诉还是线上的订
单推送，工作量都比平时大得多，加班加
点是必不可少的。

“做了这么久客服，我认为最重要的
是沟通能力，第二是抗压能力。”张含告
诉记者，刚来这里实习的时候，并不太爱

说话，很怯场，现在慢慢不怕了，而且应
对问题会有自己的思路和流程。在工作
中，每天要和很多客户打交道，会遇到态
度不友好的顾客。作为客服，无论遇到
何种恶劣的情况，都要保持一颗强大的
内心，微笑着面对。

“跟着商场的时间走，商场加班，我
们就加班。”张含说，这两年，看着中大门
的变化，馆区的不断开放，馆内的变化从
无到有，我觉得中大门就像我的家一样，
十分亲切。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大河网网友“9只爪的章鱼”：不一定

是 4 点起床工作的人才值得致敬，8 点起

床工作的一样值得致敬。工作不分贵

贱，同样劳动时间也不可区分贵贱。

腾讯网友“茜茜很想吃海鲜”：每个行

业都有着自己的辛酸，我们只看见别人光鲜

亮丽的一面，却很少去考虑别人痛苦时的感

受，向每个正在艰苦奋斗的劳动者致敬！

今日头条网友“东坡散人”：唯有通

过劳动，才能带来财富和幸福，带来快乐

和社会的认同。没有劳动，就没有未来。

腾讯网友“豫谷子”：生活就像一场

旅行，经历是最好的风景，幸福是奋斗出

来的。

平凡岗位上的普通劳动者最伟大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刘英基

“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平凡的岗位上
加班，更凸显普通劳动者的伟大。在法
定休息日依然奋战在工作岗位上，既是
社会大机器实现良性运转所要求的职责
所在，也是劳动者无私奉献、爱岗敬业，
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最好写照。

社会是一台持续运转的大机器，需要
无数个零部件持续运转，每一个单位的每
一个工作岗位就是社会这台机器运转不
可缺少的零部件，无论是医生、交警、消防
员、铁路养护工，还是商场服务员、公交车
司机、快递服务员等很多普通工作岗位，
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组
成部分。正常工作日社会需要他们，节假
日更需要他们，这些普通劳动者为老百姓
的正常生活和社会持续有条不紊做出了
默默无闻而又必不可少的贡献。因此，工
作在平凡岗位上的普通劳动者最伟大。

这些在假期依然坚守工作岗位、尽
职尽责的普通劳动者，为全社会和谐稳
定和老百姓享受快乐假期提供了便利。
他们尽管不是轰轰烈烈的“英雄”，不是
功勋卓越的“劳模”，但他们的确是默默
无闻的“螺丝钉”，社会大机器的良性运
转离不开他们。伟大始于平凡，卓越起
于普通，这些平凡而普通的劳动者正在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走向卓越谱写着
重要的篇章，为此，向他们致敬，更希望
各单位能够认真执行劳动法，确保他们
的基本权益，让他们的“贡献”既得到社
会认可，也得到“法治”保障。

“咋推个这车？”“呀，你看他们头发都白了……”“老夫老妻在拍
婚纱照呢！”5月1日，许昌头条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在
曹魏古城南大街上，一对拍婚纱照的夫妻吸引了众人围观。原来这
对夫妻是许昌市的环卫工人，从未拍过婚纱照的他们在许昌日报社
记者的助力下换上华服，圆梦曹魏古城。

每年运送128万斤垃圾
左书杰和鲁然妮是一对夫妻，结婚20多年，一起在许昌市内做

环卫工人1年半。寒来暑往，无论是数九寒天还是烈日当头，夫妻二
人每天4点多起床，5点不到就开始工作。将滴着臭水、种类“齐全”
的居民生活垃圾从街道上或小区内的垃圾桶里清理、运送至垃圾中
转站，是夫妻俩的主要工作。一辆人力“小黄车”、一把扫帚、一把塑
料锨、两双裂着伤口糙如树皮的手是他们仅有的工具。因为垃圾中
转站距离较远，为了少跑几趟，鲁然妮装车时会把垃圾压得很瓷实，
湿漉漉的一车近300斤，才90多斤的她每天差不多都要拉12车左
右，一年，就是近128万斤。

夫妇心声：希望人们多些尊重
在夫妻二人分包的老城街道上，经常有人把粪便倒在路面上，也

有人故意把大石块扔进垃圾桶内……“要恁（你们）干啥吃的！”“你过
来！把这给我扫扫！”鲁然妮是个老实的农村人，平时面对带着侮辱的
语言攻击，她都选择沉默。“俺也是人，咋干了环卫就比他们低好几等
呢？家人也都劝我，去饭店刷碗都能挣2000多，比这工资高还不受
罪。”提起那些不善待自己的人，她的内心是失望和难过。这对被扣工
资时连饭都不舍得吃的夫妻，从来没拍过照，更没穿过西装、礼服。

环卫工也是普通人，希望人们看到他们华服模样时，依然能记住
他们平凡而伟大的职业，毕竟，尊重才是他们最想要的。

希望这对夫妻被岁月温柔以待
网友“大阳静悄悄”：好有爱，祝福他们一直这样幸福下去，严寒

酷暑一直不离不弃，许昌的美好离不开他们的付出！希望这对夫妻

被岁月温柔以待。

网友“钼相莨”：想想如果没有环卫工人，那每个街道、社区的垃

圾将何去何从，环境将变成什么样子，向环卫工人致敬！另外，要倡

导垃圾分类，严格要求生活垃圾和可回收垃圾进行家庭内部处理，例

如纸质垃圾、厨余垃圾等单独放置垃圾桶，垃圾车也最好改成电动

的，以减轻环卫工的工作负担。

网友“化肥不会发灰”：真的是人靠衣装！穿工作服时，谁能想到

大叔大婶还有这么美的一面。他们为城市的整洁付出这么多，把美

丽帅气都快给磨没了，真心希望有一天为城市服务的都智能化，不再

有这么辛苦的工作。还有，赶紧提高下环卫工的工资水平吧！每天

天不亮就起来为城市的美丽付出，实在值得敬佩！

（大河网联合许昌日报报道 何心悦 崔雨梦）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一年四季，寒来暑往，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忙碌,

每一个人都是劳动者。5月1日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节日，当很多人在休息游玩、享受愉快假期之时，还有一些

人依然坚守在一线岗位，为社会正常运转而辛勤劳动，是他们用智慧以及勤劳的双手，为这个世界涂上绚丽的

色彩！他们劳动的身影，是我们镜头中最美的风景，他们是最美的河南人。大河网推出“最美河南人·致敬劳动

者”特别策划，我们撷取了部分劳动者的故事，以飨网友和读者。

国际劳动节大河网“最美河南人·致敬劳动者”特别策划——

坚守岗位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策划 王曦辉 统筹 郭俊华

整理 祝传鹏 孙华峰 何心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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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县2018年城区学校建设招商信息
为落实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纲要精

神，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均衡发展，彻
底解决西华县城区学校“大班额”问
题，经西华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于
2018 年度新建、改扩建一批城区学
校。现将各学校建设谋划情况介绍如
下，诚邀有识之士参与、合作。

一、项目概况

本次谋划建设共七所学校，具体
情况如下：

（一）红花路学校（校名暂定，以下
同）。计划选址在红花路与教育大道
交叉口东侧，占地约 110亩。四面环
路，交通方便，服务范围涵盖青华路以
西、红花路南北两侧传统人口稠密区，

生源充足。
学校规划为九年制学校和一所幼

儿园。其中九年制学校建设规模 60
个班，学位 2820 个，建筑面积 25170
平方米，预计建设费用5200万元。幼
儿园占地12亩，规模12个班，建筑面
积 4906 平方米。预计建设费用 965
万元。该项目总投资约6167万元。

（二）建设路初中。计划选址在建
设路西段路北，三星驾校西区东侧，占
地约46亩。

规划建设初中（寄宿制），规模24
个班，教职工人数57人，学位1200个，
建筑面积 18372平方米，预计建设费
用3564万元。

（三）南华路学校。计划选址利用

一职专校园改建，占地 70亩，西邻理
想城、盛宏朗庭小区，北邻西华建业城
小区，东邻周西快速通道，南邻南华
路。

学校规划为九年制学校，规模48
个班，学位 2280 个，建筑面积 20000
平方米，预计投资4127万元。

（四）女娲路学校。项目选址在贾
鲁 河 由 南 向 东 转 弯 处 内 侧 ，占 地
111.17亩。西邻贾鲁河沿河风景带，
北邻教育大道、山水家园小区，该地区
人口稠密，教育资源稀缺。

学校规划为九年制学校，建设规模
60个班，学位2820个，建筑面积25170
平方米，预计建设费用5200万元。

（五）长平路学校。计划选址在长

平路东段路南，胡辣汤产业园西侧，占
地 90亩。是西华县最具发展活力区
域之一。

学校规划建设九年制学校，规模
48 个 班 ，学 位 2280 个 ，建 筑 面 积
21000平方米，预计投资4386万元。

（六）迎宾路小学。计划选址在原
周庄小学，拥军路与迎宾大道交叉口，
占地约28亩。

学校占地 28亩，规模 24个班，教
职工人数80人，学位1080个，建筑面
积9056平方米，预计投资1778万元。

（七）职教中心迁建。
计划选址东邻吴黄路、南邻华兴

大道，西邻富士康实训基地、淘宝产业
园，占地约200亩。

学校建设规模120个班，教职工人
数200人，容纳学生6000人，建筑面积
99900平方米，预计投资1.5亿元。

二、合作伙伴条件

1.合作伙伴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具有投资的相
应资质；2.具有项目相应的投融资能
力，能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信誉良
好，无不良行为记录。

三、合作模式

意向合作伙伴可选择以下方式进
行投资：（1）独资办学、独立经营。西
华县政府承诺在国家、省民办学校相
关政策基础上，在土地供给、教师配备

等方面加大支持办学力度；开辟“绿色
通道”办理各项手续。（2）对部分已纳
入国家“PPP”项目库的学校，双方按

“PPP”模式合作建设。（3）垫资建设，政
府回购。学校建成后，周边地块商业
价值会有大幅度提升，县政府从此收
益中优先用于建成学校的回购。

其他问题，双方可详细面谈。

四、联系方式和报名时间

西华县教育体育局
史艺高 18903871056
李中文 15290048179
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5月31日

西华县教育体育局
2018年4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