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 除夕
地点： 四惠、 东直门枢纽站
人物： 四惠枢纽站站长宋翀、 东
直门枢纽站站长张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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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 ， 本是阖家团圆的日
子 。 当寓意吉祥的灯笼高高挂
起， 守岁的爆竹声声响起， 千家
万户都沉浸在吃团圆饭、 看春节
联欢晚会 、 走亲访友的喜悦中
时， 有这样一群人仍坚守在岗位
上， 有这样的党员干部仍战斗在
一线， 为了让更多的人过上一个
欢乐祥和的春节 ， 他们舍 “小
家” 为 “大家”， 坚守在各自的
岗位上无怨无悔地奉献着， 也向
社会展现出了枢纽人蹄疾步稳、
行稳致远的精神。

四惠枢纽站站长宋翀是枢纽
公司老员工了， 自2008年公司筹
备运营开始， 他就一直工作在一
线， 从安保部主管到场站站长，
这十余年来， 每年的大年三十他
从来没有在家过过， 今年又是一
样， 不能在家过年了。

“一开始觉得挺辛苦的， 但
是慢慢就习惯了， 喜欢上了这份
工作， 累也觉得很快乐。” 宋翀
说， “枢纽站的乘客多是换乘，
春运期间， 他们在枢纽站或是转
乘长途汽车， 或是火车， 或是飞
机， 而且多是辛苦了一年的外地
来京务工人员， 带着孩子的也很
多， 我们为了旅客能平安顺利地
回家过年 ， 春节坚守岗位很值
得。” 进入春运时间， 宋翀和同
事们一直坚守岗位。

东直门枢纽站， 是北京唯一
一个地处首都核心区的场站， 春
节期间， 因场站临近雍和宫和地
坛等北京春节期间传统祈福、 庙
会地点， 客流量、 车流量都比往
常要大很多 ， 容易造成交通拥
堵。 “2019年， 我们要把春运保
障当作今年全年安保任务的 ‘练
兵场’， 我们场站要加大人力投
入， 做好排班布岗， 加大物力投
入， 提供好后勤保障， 全力以赴
打好今年安全保障第一枪。” 东
直门枢纽站站长张捷在春运保障
动员会上给大家压担子 、 指路
子， 因为出行人数增多， 东直门
枢纽站全体员工在初一、 初五等
关键时间点加大了守卫力度， 用
以 创 造 节 日 期 间 乘 客 安 全 换
乘环境。

张捷说： “虽然减少了与家
人团聚的时间， 但是想到能为广
大市民出行带来的便捷， 让大家
安心过年， 这就值得。”

为了乘客
回家过年

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在
市公安局考察调研时， 看望慰问
了节日坚守在一线的民警， 李国
福作为一名基层功模代表， 受到
了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这让他深
感荣幸与自豪。 “今后我会将总书
记的关怀和激励转化为动力，用
实际行动全力维护辖区的治安平
稳，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

带着这份荣耀， 李国福回到
了工作岗位密云区城关派出所。
说他普通是因为他跟千万的人民
警察一样， 在百姓身边守护， 在
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而不
普通的是， 从警15年的李国福已
经成长为全国特级优秀民警、 北
京市先进工作者。 而2019年的这
个春节除夕夜， 已经是他坚守在
岗位上的第15个大年三十了。

李国福的警务室位于密云区
鼓楼街道花园社区内， 是密云有
名的老旧小区， 这里曾是密云治
安案件频发的重灾区。 但经过李
国福15年的坚守、 精细化管理和
服务， 如今的花园社区已经成为
密云的模范社区， 管理秩序有条
不紊， 老百姓也能安居乐业。

今年大年三十， 李国福仍没
在家吃年夜饭，早早来到岗位上，
熟悉他的几位居民还特地为他送
来了饺子和年夜饭，感动之余，李
国福也不忘嘱咐大家，“今年密云
城区内有禁止燃放烟花炮竹的规
定，切记要过个平安年啊。 ”

事实上， 对于密云城区禁放
烟花炮竹的规定， 早在2018年夏
天就出台了。 “往年，春节在岗，总
是担心因为燃放烟花炮竹引发安
全事故， 而禁放规定在很大程度
上从根源上消除了安全隐患。 ”李
国福说，为了强化老百姓的安全、
环保意识，在春节来临之前，他便
利用社区普法讲座、 社区文体活
动和走访宣传等方式， 将规定慢
慢渗透到居民身边， 让更多的人
知晓该规定，提高环保意识。

李国福告诉记者， 除夕当天
共发生了6起燃放或准备燃放烟
花炮竹的事件 ， 都被及时劝阻
了。 没有烟花炮竹声响的除夕夜
显得那么安静祥和， 直到凌晨一
点钟， 李国福才结束工作。 下班
路上， 在万家灯火中穿行的他，
再没听到炮竹声， 反而心里更安
心了。 “这才算过了一个平安年
啊。” 李国福说。

15个除夕夜
守护社区平安年
时间： 除夕夜
地点： 密云区鼓楼街道花园社区
人物： 民警李国福

“先 生 您 好 ， 祝 您 新 年 快
乐。” 在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
店的客房楼道中， 刚检查完房间
的高成霞向入住客人拜年问好。

春节期间， 大家都进入到了
假期模式， 享受欢乐祥和的春节
假期 。 国内外游客来到酒店入
住， 为了让客人在春节期间度过
完美的假期， 在酒店工作的服务
人员们要继续忙碌在服务一线，
他们的春节与往日相同。

“不好意思 ， 您稍等一下 ，
我得去趟楼层， 今天几乎满房，
有点儿忙。” 除夕， 约好的采访
刚要开始， 高成霞一回到员工区
域， 结果就被值班电话叫走。

20分钟过去了， 处理完手头
的事情， 高成霞才坐定和记者聊
了起来。 春节期间酒店入住率很
高， 酒店一线服务人员都忙碌在
自己的岗位。 酒店是服务行业，
越是大家休假的时候， 酒店服务
人员就更为忙碌。 服务需求一个
接着一个打进客房部接待台，送
水、打扫、更换布草、离店查房，一
个个房间号码片刻间记录了满满
一页 , 客房服务员们要穿梭忙碌
在各楼层间。 他们的春节和往日
相同奔波忙碌。

“我们一半员工家不在北京，
他们都不能回老家。” 高成霞指
着一位刚完成清洁的员工说 ，
“这位大姐家在四川， 今年已是
第三年春节不休息了。”

“春节期间我们有外事接待，
不能有半点马虎。” 春节期间酒
店接待了重要外事团队， 对服务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容半点疏
忽。 我们和高成霞来到客房， 看
她细心检查每一个细节， 那份专
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着
手机响起她又奔向另一项工作。
他们的春节和往日相同坚守服务
品质。

忙碌总让时间过得飞快， 晚
间多数客人已经休息， 客房服务
员们也得了片刻闲暇。 高成霞为
当晚上班的同事们准备了饺子，
加上酒店工会刚刚慰问送来的慰
问品， 客房部办公室准备了一桌
“年夜饭”。 “大家辛苦一年我们
一起吃年夜饭。” 正在煮饺子的
高成霞手机响起， 她又要走上服
务一线。 让我们向这些忙碌在服
务一线的酒店员工道一声： “新
年快乐， 您辛苦了”。

外事接待
不能有半点马虎
时间： 除夕
地点：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大酒店
人物： 客房部行政管家高成霞

“终于值完二十九 、 除夕和
初一的班了， 除夕和初一扩散条
件都比预测得要好些……” 大年
初一下午5点09分， 北京市环保
监测中心的李倩发布了一条微信
朋友圈。

这是李倩来监测中心大气处
工作以来第一次赶上除夕值班，
李倩还真有些小紧张。 环保人心
里都清楚 ， 因过年燃放烟花爆
竹， 除夕当晚的空气质量监测任
务非常艰巨。 今年已经是北京市
实施五环内 “禁放令” 的第三个
春节， 禁放措施到底对污染物飙
升有多大抑制作用， 不但市民关
心， 市政府领导部门、 环保部门
更为关注。

除夕早上7点， 和往常一样，
李倩从北五环的家赶往单位， 在
8点之前， 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开
空气质量监测系统， 先把前一天
的空气质量数据进行分析， 和除
夕当天上午的空气质量进行预
测， 在8点20分通过北京环境保
护监测中心官方微博发布当天的
第一个空气质量预报。 之后赶快
到食堂简单吃口早饭， 正式开始
一天的工作。 李倩和当天值副班
的同事们不但要对前一天全市70
多个站点的数据进行人工审核，
还要给市政府制作 PPT。 这个
PPT就是全市前一天各区空气质
量的状况， 要更新在市政府的大
屏幕上。

上午10点钟， 李倩更新了第
二条微博， 不但包涵截至上午10
时的最新空气质量状况， 还有除
夕一整天的预测。 下午3点钟的
会商非常关键， “根据与北京市
气象局的电话会商结果， 除夕夜
的空气质量不容乐观， 如果当晚
五环外燃放烟花爆竹现象多的
话， 除夕夜很可能是一个重污染
过程 。” 没想到 ， 李倩的担心 ，
在除夕当晚出现了喜人 “逆袭”。

灯火通明的监测中心， 经过
值班预报员们的整夜值守， 最终
这个令人欣慰的监测结果首先在
工作微信群中引发了全体工作人
员的 “欢呼”。 据北京市环境保
护监测中心大年初一最新出炉的
通报显示， 除夕夜至初一凌晨，
北 京 在 烟 花 燃 放 集 中 时 段 的
PM2.5浓度整体好于去年同期 ，
同比下降45.7%， 空气质量改善
效果显著。

时刻守护
北京的蓝天
时间： 除夕至大年初一
地点： 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
人物： 环保监测预报员李倩

2月4日是农历大年三十， 也
是春节假期的第一天。 当大多数
人正在享受假期的悠闲和喜庆
时， 朝阳区建外街道的安全检查
员王增辉已经和同事来到了位于
北京商务中心区最核心地段的国
贸商城开展安全检查工作。

国贸商城作为国贸中心的重
要组成部分， 是北京首家高端购
物中心。 经过改造和扩建， 国贸
商城总面积达23万平方米， 已开
业经营面积7.5万平方米。 350余
个品牌涵盖国际精品 、 服装服
饰、 休闲娱乐、 餐饮美食、 运动
健康和儿童娱乐等品 类 。 2017
年开业的三期B阶段商城北区
东段汇集众多特色美食 ， 北京
首家米其林餐厅、 超人气店等不
胜枚举。

“春节期间， 这里必然会吸
引更多的人来休闲、 娱乐， 保障
大家的安全就是我的使命。” 王
增辉告诉记者， 每逢节假日， 人
流密集场所都会成为检查的重中
之重， 因此， 当天他第一个检查
目标就是商城内的一家KTV。

“应急预案你们有吗？ 平时
演练过吗？” “每个包房内都有
疏散图吗？” “有几个安全出口，
有没有被堵塞的 ？ ” ……到达
KTV后， 王增辉首先检查相关的
安全制度 、 应急预案等书面内
容， 不断询问企业负责人， 随后
抽查了包房、 仓库、 逃生通道等
重点部位， 查找安全隐患。

对于存在的安全问题， 他逐
一拍照 ， 并拿出电子记 录 仪 做
了 详 细 记 录 。 “这 些 问 题 都
知 道 怎 么 整 改 了 吧 ？ 我 们 三
天后来复查 。 安全可是大事 ，
人 命 关 天 啊 ！ 过 年 大 家 都 高
兴， 但可别放松警惕！” 临走前，
王增辉又反复叮嘱企业负责人要
尽快整改。

随后， 他还要去检查商城里
的多家餐饮企业 ， 确保商户用
火、 用气安全。 对于在他人共享
团圆的日子上班， 他已经习以为
常。 每年大年三十上夜班， 他已
经连续了五年。 “每逢节假日、
重大任务时 ， 我们都会加班加
点， 不断提醒大家重视安全、 保
障安全 ，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
作， 我绝不能掉链子。” 王增辉
笑着说。

“守护大家平安过年
是有意义的事”
时间： 除夕
地点： 国贸商城
人物： 朝阳区建外街道安全检查
员王增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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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白莹 孙艳 刘欣欣 赵思远
余翠平 李婧 文/摄

春节我在岗
逢万家团圆日， 阖家相聚， 谈笑风生中弥漫着融融

亲情， 充溢着新时代的幸福感、 获得感。 恰在万家团圆
时， 有这样一群人却 “逆势而行”： 别人忙过节， 他们
过节忙， 他们将节日当成了普通一天， 放弃与家人的团
聚， 坚守、 奋斗在各自岗位上， 用行动诠释着责任和使

命， 虽平凡却执着， 橘红、 荧绿、 雪白， 各色的工作服、 职业装， 交织成七彩风景， 汇
聚出一曲动人的 “春节我在岗” 的劳动交响曲， 诉说着 “坚守也是一种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