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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万家团圆。然而，总有人放弃与家人团聚的

机会，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的春节就是普通的

工作日。他们是我们身边的医务工作者、交警、环卫

工……他们和你我一样，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

者。这个春节，我们把笔触对准一线，聚焦基层劳动者，

讲述他们平凡而又感人的故事，感受奋斗者的风采。

□本报通讯员 陈有会 王双成

大年二十九下午 5 点，她从家出
来，徒步乘地铁1号线，1小时后到达她
所在的高铁二队学习室，组织职工学
习。晚上 8点，乘坐单位通勤车到达高
铁公寓休息。

公寓是上下铺，一个屋 4个人。她
把第二天出乘的各项工作准备好，躺在
床上已经是23点了。

大年三十 5点半，她起床洗漱后，
一一叫醒姐妹们。6点钟，乘坐通勤车
到车队，6点 40分，在派班室点名，接受
命令。7点，她带队到达东站站台。7
点 10分，她们上车开始忙碌，等待旅客
放行。7 点 38 分列车启动，向温州驶
去。

她叫李旭尧，是郑州客运段高铁二
队一名列车长，值乘郑州东至温州南的
G1968次列车。当天她值乘的列车因
为晚点，返回郑州已经是大年初一的 1
点22分，回到家是2点10分。

本来，按照交路（工作计划），她正
好能在家过个初一，但是，因为对班的
车长有病请假，她接到替班的电话后，
又出乘了。

大年初二23点30分，李旭尧终于完
成了两趟乘务，可以在家陪陪家人了。

从大年二十九到初二，这位美女列
车长就以这样的方式过了一个特殊的
春节。

这已经是她连续 5 个年头不在家
过年了。

每次出乘前，李旭尧都要努力打造
一个“360度无死角”的形象，从眼影与
腮红、唇妆的完美搭配，到发型的一丝不
苟。她对姐妹们讲道：她们代表的不是

本人，而是中国高铁的形象。
李旭尧跑高铁 6年多，没有发生一

起投诉，先后受到旅客表扬 890人次，
被媒体表扬 21次，多少次了，她能让情
绪低落的旅客破涕为笑，她能让身无
分文的旅客安全到家，她能让遭受打
击的旅客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她能
让突发疾病的旅客得到及时救治。这
都得益于她的服务秘诀：“三多服务
法”，即耐心多一点，微笑多一点，方法
多一点。

2 月 4 日，列车上一名 3 岁儿童因
发烧高热惊厥，嘴唇发紫，两眼上翻，
吓坏了年轻的妈妈。李旭尧闻讯赶到
现场，一边给孩子掐人中，一边通过列
车广播寻找医生，同时组织旁边旅客
用手帕给孩子物理降温。经过询问，
得知孩子在上车前就发烧，是在吃了
退烧药后上车的。她判断原因是孩子
穿得太厚了，于是将孩子衣服解开，用
水擦拭孩子手心、胳膊，孩子慢慢苏醒
过来。

旅客出门乘车总免不了带些大小
行李，但是个别粗心的旅客在下车时
往往会把物品遗落在车上。2月 8日 8
时 42分，列车工作人员发现 3车 27号
座位处没有旅客，但是却有一个包挂
在衣帽钩上。李旭尧和乘警一起检
查，发现包内有户口本、结婚证、身份
证等证件，但没有联系方式。李旭尧
根据身份证地址，打了十几个电话，终
于找到失主。

“我做事的态度，即使是最微细的
部分，也要彻底做好，一样事情不能做
到十全十美，我是绝对不放松的。”这
是霍英东的话，也是李旭尧的座右
铭。6

□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指挥中心
民警 李立功 口述
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宣传科
彭天增 整理

2 月 7日（农历大年初三）一大早，
天还没亮，我就从家出来了。与大年
初一的风和日丽相比，初三这天出奇
的冷。郑州市陇海路与嵩山路交叉口
旁的 63路公交站就我一个人，风刮得
人几乎站不住。

我的岗位是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交通指挥中心”。初三这天市区有
两处游园及庙会活动，到岗后赶忙按
事先拟定的交通保障方案通知相关交
警大队。不一会儿，交警大队的落实
情况反馈过来，我再对照方案上的重
点地段和部位一一核实，准确无误后
向“110”指挥中心汇报。

按 习 俗 ，大 年 初 三 上 坟 祭 拜 的
多。上午 8点多，郑州市郊的“云梦山
庄”、郑密路三里段、惠济区的邙山陵
园，车辆明显多了起来，市区内的烈士
陵园已有 500多台车入内。我赶忙将
从监控大屏看到的情况，电话一一告
知所辖交警大队：提前增派警力，如车
辆超出负荷及早快速分流，不让现场
成为堵点。

忙完后已是午饭时刻，这才匆匆
看看手机——因为哥哥从华盛顿回来
探亲，中午全家聚餐。妻子已将热闹
的场面用手机录了一段视频发给我。
哥哥离家出外求学好几年了，他对着
镜头笑着说：“好兄弟，晚上回来咱们
好好喝两杯。”我没敢告诉他，我们指
挥室上的是连班，初三的白天与夜间
我一直都要在岗位上。

在单位吃过午饭，赶快上楼替换
同伴。两眼开始紧盯 60多块交通监控
大屏。有些容易发生拥堵和事故多发
地段，还要不时用手摇柄摇过去看。

下午 4 点 10 分，突然从一块大屏
上看到，秦岭路与电厂路交叉口一处
花坛旁，一男子晃晃悠悠没走几步就
摔倒在花坛里。如果不是事先观察到
该男子的异常举动，否则他倒进花坛
后一点都看不到。这个辖段属于交警
二大队，我赶忙给他们大队指挥室打
电话，简要说明情况告知详细位置后，
让附近的执勤民警快速前去。大约过
了一个小时，二大队回复，是一中年醉
汉，头倒地时碰烂出血，从他衣袋手机
里找到号码与他家人取得了联系。因
该男子有伤，所以民警没等他家人到
来直接先将他送往医院。我往年值班
时听说过这样的事，尤其是春节假期，
或者是在夜间，有些偏僻一点的路段
发生类似的事，如不能及时发现人就
有可能冻僵，后果不堪设想。

春节期间的交通监控大屏，很少
看到车水马龙的场面了，整座城市就
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缓慢下来。
但是，作为监控整个市区交通状况的
指挥中心，我这里不敢有丝毫的疏忽
与怠慢，如果出现交通拥堵不及时排
解，或是发生交通事故不快速清除现
场，堵塞很快就会形成，虽然大多数
单位都放假了，但节日期间市民群众
还有走亲戚串门的，要是堵在路上该
是多么着急啊。

天渐渐黑了，这注定又是一个不眠
之夜，早上从家来时就准备好了两包方
便面，等到半夜饿透了再吃。正在这
时哥哥的微信又来了，“啥时间到家？
咱弟儿俩晚上得好好喝两杯。”我不想
告诉他夜里不回去，怕他太失望。我
知道明天一大早他还要去洛阳，而且
这次他的行期很紧，说不好阴差阳错
这趟还真见不到他呢，远隔万里见不
到面还有情可原，这近在咫尺却只能
闻其声而不能见其人，想想，心里还真
有点酸酸的。6

□本报通讯员 闫占廷

2月 5日，农历大年初一早上 8点，
46岁的宁陵县人民医院产科医生李玲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从早上 8点到第
二天早上8点，24小时值班。”

“我参加工作 25年了，春节最少有
16年是在医院岗位上度过的。去年腊
月三十我值班，除夕夜一晚都在手术台
上忙碌着，第二天上午 10点才离开医
院，回到家时已疲惫不堪。对于我们产
科医生来说，春节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
工作日，唯一的区别就是外卖小哥也放
假了，午饭只好自己带个馒头将就一
顿。”李玲说。

产科病房今天有 17 个产妇，大部
分是待产，其中预约了 4 台剖宫产手
术。在巡视病房时，李玲要将所有准
妈妈、新妈妈和婴儿的情况了然于心，
掌握准妈妈的生产时间，特别要时刻
关注新妈妈和婴儿的身体状况，一旦
有异常情况出现，她们就得立即采取
医疗措施。

“刚刚有位新妈妈情绪不太稳定，
觉得婆婆和丈夫对她关爱不周，感到很
委屈，哭闹起来。我守在她床前悉心开
导她，临时扮演了心理医生的角色。”李
玲说，抚慰产妇的情绪也是她们必不可
少的工作。

8点 40分，在妇产科手术室里，李
玲主刀开始为一位产妇做剖宫产手
术。该产妇 35岁，为高龄产妇，有妊娠
高血压，得时刻监测她的血压和心跳。
在助产士的协助下，李玲有条不紊地切
开腹壁、打开子宫、取出胎儿、清理宫
腔、缝合切口。5分钟后，一个重 3200

克的“猪宝宝”清脆的啼哭声宣告了一
个新生命的降临。

“我大致算了一下，这 20多年间，
我亲手迎接了一万多个小生命的诞
生。前几天，一位新生儿的爸爸告诉
我，他出生时也是我接的生。有一次
回老家探望父母，遇见街上玩耍的 20
多个孩子，他们全部都是经我的手接
到人世间的。”李玲认为这是她最值得
夸耀的。

产科是一个家庭孕育希望的地方，
产房外是家属焦急而期盼的目光，产房
内是医护人员紧张而忙碌的身影。李
玲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见证着一个个
新生命的诞生。

午饭是干馒头就咸菜，晚饭是丈
夫送来的一盒热腾腾的水饺。晚饭
后，趁着空闲，她趴在桌上眯了一会
儿，为夜里的手术积蓄体能和力量。

“一进入中年，晚上连着做 5台手术后，
我感觉又累又饿，体力不支，那也得咬
着牙坚持。”

李玲的公公婆婆年逾七旬，丈夫兄
弟4人。每年大年初一中午，全家18口
人欢聚在一起，围着老人吃个团圆饭。
唯一的遗憾，就是李玲经常缺席。在这
辞旧迎新的时候，不能和家人一起过新
年，有时候她也会感到内疚。“不过，春
节这天，在医院迎接新生命的诞生，也
是一种幸福。”李玲欣慰地说。

俗话说分娩是一道鬼门关，而产
科医生的使命是“一手托两命”，“所以
母子平安是世界上最动听的祝福，也
是我们产科医生最大的心愿。”采访结
束时，李玲倾吐出产科医生共同的心
声。6

列车长李旭尧：

越过节越顾不上家

老村医陈红铜：

春节忙上加忙

道路养护员赵向东：

道路安全畅通
是最大心愿

交警李立功：

大年初三我值班

产科医生李玲:

春节是普通工作日

□本报通讯员 董巍然

丁零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
“喂，公路局值班室吗？我这里是渑池县交通运输局应急联动办

公室，国道 310线河西坡路段，有辆大货车因路滑堵在路中间，请你
局紧急出动清雪救援。”

此时已是2月 10日凌晨3点 30分，渑池县公路局养护负责人赵
向东揉了揉发酸的眼睛，赶紧拿起电话联系养护中心，迅速起床前往
事发地点。

车辆侧滑现场，一辆挂着外地牌照的红色重型半挂车横在路中
间，车头离边沟仅有一米之遥。

“向东，快来看，车快掉下去了。”养护班长喊着。赵向东赶紧奋
力跑向车头向司机呼喊，“挂二挡，慢踩油门，方向盘向左打，油门小
点……”310国道河西坡路段，这辆半挂车不停地打滑，他一边指挥
着大货车倒车，一边向养护人员喊着赶紧撒布防滑料。车辆轮胎飞
速地旋转，甩起的积雪和冰块打到了养护人员身上、脸上，有的人滑
倒了，起来，伸出冻得发僵的双手，迎着凛冽的寒风，继续战斗。4点
30分，大货车终于脱离危险。

“我们的工作虽然苦、累，可是我们更着急的是道路不能畅通、老
百姓不能安全出行，道路安全畅通是我们最大的心愿”，赵向东向笔者
介绍起养护队一天的道路救援工作：凌晨3时30分，310国道河西坡
段救援被困过境货车；早上5时，全体养护职工开始在重点路段撒盐
除雪作业；9时 20分，在 241国道一电厂段救援被困越野车；9时 50
分，313省道商讨除雪保通最佳方案……当天他们一共出动除雪保通
人员216人次，铲车2台次，装载机3台，平地机2台次，工具车8辆，撒
布防滑料和融雪剂共计11吨，有效保证人民群众安全出行。

“一辆辆过往的汽车安全行驶在公路上，是我们最开心的事！”赵
向东道出了自己的心声。6

□本报通讯员 王西中

每年年三十，我都要回老家孟州市
槐树乡燕沟村一趟，一是给长辈送些礼
品尽点孝心，二是顺便看一下村医铜叔，
带点常用药以备自己不时之需。

铜叔姓陈名红铜，从上世纪七十年
代在村里当赤脚医生，一直干到现在。
由于我小时候常有小病，只要找他，一服
药下去准好，因此我与他很亲近。

十里八村谁身体不舒服都来找他，
药这几片、那几片一配，小纸片一包，就
几块钱，既便宜还见效，所以找他看病的
人越来越多。

铜叔的诊所原在一个旧配电房里，
由于周边几个村来看病的人逐渐增多，
2005年农村实行合作医疗时，应刘庄村
委会的邀请，他的诊所迁到了离我们村
1.5公里远的刘庄村委会大院内。

年三十上午，有十多个人来诊所看
病。直到近午饭时，铜叔才有时间和我聊
上几句。铜叔说：村医忙啊！远近七八个
自然村的群众，加上28个贫困户的建档、
家访、定期巡访，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到
晚上脚都有些浮肿。遇上过节那就更忙，
每年春节都是忙上加忙。本来，冬季老
人、孩子感冒发病率就高，再加上许多人
打工返乡，来看病的人就会比平时多一
倍。这几天，诊所从早上七点开门，一直
到夜里十点多才能安生。

我问，明天不会有人来了吧，乡下人
不是忌讳大年初一这天吃药吗？他说，
现在人们不那么“讲究”了，只要不舒服，
就是初一也照来看病。所以就是过年串
亲戚，我也得带着药箱，要不就会误事。

就说说去年春节从初一到初五吧：
初一这天，一大早，后刘庄村的杨喜

山就来叫门。他82岁的母亲，可能前一
天吃的食物有问题，上吐下泻，我听后立
马拎着药箱出诊，等回到诊所已经上午
11点多了。

初二那天，诊所一开门，就来了五
个病号，其中三个是在西安打工、骑摩托
车回家过年的一家三口，由于受寒全都
发烧了，病情最重的是5岁的孩子，当时
烧到39℃，还有轻度抽搐。我立马给孩
子物理降温，然后再进行药物处理，等给
他们处理好，已经是上午10点多了。忙
里偷闲，我赶紧抽空和老伴儿去十几里
外的雷疙瘩村看望 98岁的岳母。刚坐
下，还没跟老岳母说上几句话，我就接到
刘庄村村主任的电话，他们村78岁的老
人苏风英和她两个儿子煤气中毒了。我
丢下老伴儿就骑着电动车往回赶。幸好
随身带着药箱，省去了不少时间，三个人
总算抢救过来，待稳定下来都下午了，我
才去把老伴儿接回来。

初三那天，我去七八里外的老舅家
串亲戚。还没坐下吃饭，一个电话过来
了，到刘庄串亲戚的俩孩子，放炮崩住
了手。我骑电动车马上返回。清理伤
口、缝合、包扎，这一处理，就几个小
时。老舅这家亲戚，我也就算串过了。

初四这天，凌晨四点，离诊所十几里
的大张咀村，一名一个月大的小孩儿发
烧，孩子的家人来叫我，一去就是半天。
那天走得急，天还下着雪，估计是穿得少，
中午回来时我就感冒发烧了。头重脚轻
地刚躺下，燕沟村 76岁的贫困户陈基
太，由于高血压用药过量突然晕倒。村干
部打电话给我，我又立即过去诊治。

初五这天，闺女从洛阳来看我。刚
坐下，一个电话打过来，说西孟庄一个老
人呼吸困难，脸憋得通红，儿女又都在外
地。我骑上电动车就过去了，等老人的
身体状况稳定下来，我返回时，闺女一家
人已经返回洛阳了。

铜叔说，几十年来，每年春节他都是
这样过的。他今年 66岁，早该退休了。
可是由于乡亲们需要他，他还得接着干下
去。同时，他很期望年轻人来接班，继续
为乡亲们服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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