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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婧 邱勇 闫长禄 盛丽 文/摄

国庆我在岗：
假期比平日更忙碌

医生： 第四个与患者一
起度过的国庆假期

10月1日7点50分， 路上的行
人不多 ， 大多数人正在享受假
期。 而在振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
院里， 唐洪成大夫已经换好白大
褂开始查房。 当记者赶到时， 他
正在病房里照看病人。 “病区有
40个病人住院， 大部分都是癌症
中晚期患者， 随时有可能出现急
救的情况， 我们不能离开 。” 唐
大夫今年44岁， 正是上有老下有
小的年纪， 然而国庆节期间， 他
没有一天假期。

“患者昨夜咯血， 已经做了
补充血容量、 止血等对症处理。
今天早上要继续给肠外营养支
持， 维护生命体征平稳。” 唐大
夫给一位男病人一边进行检查，
一边说 。 这位患者昨夜突然呕
血 ， 诊断胰腺癌并发消化道出
血， 今年60多岁的年纪， 清瘦得
只剩80多斤。 他的家属赶紧用本
子记下唐大夫的嘱咐， 唐大夫看
了一下她的记录， 又想了想说：
“昨天吃硬质刺激性食物了吗 ？
这两天禁饮食， 就算好些了也尽
量吃软质易消化的食物。” 在另
一间病房， 一位37岁的肺癌女患
者正在病房里打开电视， 准备看
阅兵仪式。 女患者说： “我现在
疼痛轻多了， 尤其是胸疼好了很
多。 就是关节， 尤其是腿部这几
个地方还疼得厉害。” 唐大夫做
了记录， 表示会调整药物， 安排
其他治疗， 解决疼痛问题。

“这40个病人， 年纪最小的
只有16岁， 最大的80多岁。 都是
危重的患者。 今年国庆前夕， 身
体情况允许的患者都被家属接走
回家。 留下来的病人都是需要镇
痛， 或者需要治疗的 。” 对于病
人的情况， 唐大夫如数家珍般熟
悉。 “前几天刚住进来一个41岁
的患者， 来的时候站不住， 现在
好多了， 一会儿还要去看看他，
别有反复； 刚才的老爷子上消化
道出血， 这情况可危险， 处理不
及时会导致出血性休克危及生
命 ； 还有个患者癌痛的情况严
重， 要装个镇痛泵……” 唐大夫
说， 癌症患者尤其是中晚期患者
都有不同程度的疼痛， 需要大夫
随时采取措施减少痛苦。 “很多
人得了癌症都丧失了信心， 其实
目前的医疗手段， 可以减少癌症
的痛苦、 提高生活质量、 延长生
存期。 我的病人中， 有人正常生
活了很多年 。 这需要病人的配
合。 医生治疗病人， 不仅要采取
医疗手段 ， 还需要与患者多沟
通， 进行 ‘话疗’， 让患者保持
好心态， 更有利于治疗。”

这时， 病房里响起阅兵仪式
开始的音乐声。 唐大夫正好在病
房里， “其实和病人一起看阅兵
仪式 ， 我觉得挺好的 。 当医生
嘛， 就得满足病人的需要。” 唐
洪成说， 他四年没有休过国庆的
假期了， “与患者在一起， 我心

里也踏实。”

有轨电车站务员： 为乘
客出行坚守

10月1日早上8点， 北京公交
集 团 有 轨 电 车 西 郊 线 站 务 员
马玲准时来到车站。 换上工装、
经过岗前点名、 完成签到和清点
票款后， 她拉开了新一天的工作
序幕。

去年6月， 马玲来到有轨电
车西郊线。 这条开通于2017年12
月30日的线路， 东起巴沟站， 西
至香山站， 途经香山公园、 北京
植物园、 玉泉郊野公园、 颐和园
等多个景点， 加之又是国庆假期
期间， 这使得乘客中游客的比例
较高。 这对于线路上各个岗位的
职工， 都是个不小的挑战。 数据
显示， 去年国庆节期间， 有轨电
车西郊线共运送乘客30万人次。

马玲所在的岗位叫做站台
岗。 “站台岗是一个看似简单却
不简单的岗位。” 她说， “我们
主要负责提供安全高效的客运服
务、 站台服务及其他票务工作。”
售票、 补票、 查询……正如她介
绍的一样， 一系列琐碎的事情都
需要站台岗的职工来完成。

10月1日这天， 马玲主要负
责的站台是巴沟站。 这个站是换
乘站， 与10号线接驳， 进出站的
客流量比较大。 站台上的马玲时
刻关注和维持着进出站的客流秩
序， 引导乘客有序进出站。

“请先下后上， 注重脚下安
全 。” “请您按照候车线提示 ，
排队候车。” 马玲口中不断提示
着， 与此同时她的双眼也没有放
松， 紧盯着站台。 对于乘坐有轨
电车的乘客来说， 西郊线沿途经
过诸多美景， 很多人都会来此拍
照 。 “这样很容易发生安全隐
患。” 马玲介绍， “所以在平日
里我们要不间断的进行站台的安
全巡查。 及时发现并制止乘客的
不安全行为。”

不一会儿， 一个推着婴儿车
的乘客引起了马玲的注意。 “您
是要进站吧， 您可以走快速通道
进站 。 请跟我来 ， 进站口在这
边。” 说话间， 马玲走上前去帮
着 乘 客 推 着 婴 儿 车 来 到 快 速
通 道 的入口 。 “太谢谢您啦 。”
顺利进站后， 乘客对马玲表达了
感谢。

10月1日这天， 马玲坚守在
站台上。 虽然没有和家人一起过
节， 但是这天的她同样是快乐和
自豪的。 “我看见站台上很多乘
客手中举着国旗， 他们脸上洋溢
着笑容 。 这份快乐也传递给了
我。” 马玲说， “能在站台上为
大家的顺畅出行护航， 假期中坚
守的我也是快乐的。”

交警： 为国庆站岗是一
辈子荣耀

国庆当天， 记者走进北京市
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朝阳交通
支队呼家楼大队、 海淀分局羊坊

店派出所、 中关村西区派出所，
探访北京公安一线执勤民警。

10月1日13时， 庆祝大会结
束不久， 天安门广场参加活动的
人群以及附近大量的观礼群众，
源源不断地向外涌动。 此时， 刚
换班执勤的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
通管理局朝阳交通支队呼家楼大
队交警高擎宇， 整了整警帽， 紧
盯着大望路桥下路口的交通。 他
的主要任务是确保大望路桥下路
口这个点位的交通平安有序。

“50年周年、 60年周年、 70
年周年庆祝活动， 我都在。” 说
这句话时， 从警22年的高擎宇的
脸上充满了自豪。 现场执勤， 维
护交通秩序， 确保庆祝活动顺利
举行， 他在自己的岗位上， 见证
了新中国的不断发展壮大。 “为
祖国为首都站岗是我一辈子的荣
幸。” 高擎宇激动地说。

与高擎宇一起见证祖国翻天
覆地变化的还有民警彭国栋。 今
年59岁的彭国栋， 是海淀公安分
局羊坊店派出所世纪坛警务巡逻

站的民警 。 他自 1979年 12月入
警， 1980年8月分配到羊坊店派
出所， 到现在参加公安工作已将
近40年了。 这40年里， 虽然工作
有数次调动， 但一直都没有离开
过羊坊店地区 。 “在工作的40
年里， 我先后参加了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 50周年、
60周年庆典安保活动。” 彭国栋
说， 他距离退休还有不到一年的
时间， 又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很荣幸在脱下心爱的警服前还能
有机会再次为共和国的生日贡献
一份自己的力量。

与彭国栋同为战友的中关村
西区派出所张文生， 明年也将退
休。 因为对公安工作的热爱， 多
年来 ， 张文生始终坚持守在一
线。 一个甲子的光阴如风而逝，
他迎来了从警生涯中最后也是最
大的挑战———支援西城分局。 这
份使命重大的任务对年轻同志来
说不算什么， 可对年近60岁， 曾
做过两次心脏支架手术的张文生
来说， 已然并不轻松。 面对领导

要求换人的安排， 他坚定地说：
“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国庆安保
了 ， 请领导放心 ， 我必须去 。”
这次支援勤务张文生完成的特别
认真， 反复熟悉岗位职责， 到达
点位后， 认真开展检查， 消除一
切安全隐患， 全部检查完毕已是
三个小时后了。 为了防止突然出
现的问题， 张文生每隔半个小时
就要在附近巡逻一次， 查看有无
突发情况 。 张文生工作相当的
“拼”， 勤务休息间隙， 他拿出自
备的小型氧气瓶吸氧， 将身体状
态调整到最好。 这么大的工作强
度， 同事们都担心他的身体吃不
消， 他却说： “值得坚持， 值得
付出。”

公园票务队长： 睡在单
位保障国庆游园服务

黑黝黝的皮肤、 止不住的脚
步、 闭不上的嘴巴、 静不下的身
影 ， 虽年龄不大 ， 却被尊称为
“马叔”。 因为有他在， 大家才感
到踏实、 真切、 有主心骨， 工作
才有干劲、 干活才有韧劲。 他把
爱心带给游客， 他用贴心温暖职
工， 他将尽心赋予工作， 他让初
心永不变色。 他就是玉渊潭公园
票务队西门班长———马中原。

国庆期间， 记者在玉渊潭公
园感受到了马中原的忙碌。 “十
一”当天，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穿透
云层，他已经走在了上班的路上。
7点之前准时到岗，是他一贯的坚
持。 三分钟整理个人工装， 查看
售、检票屋设备设施是否安全、消
防器材是否在合理使用范围之
内、询问当班人员工作情况、查看
卫生安全死角， 成了他每天早晨
到岗后的必修课。 为了迎接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马中原心里给自
己的工作“加了码”，他知道游园
服务工作不能出任何差错。 同事
们说，马中原假期就不闲着，刚从
检票屋拿出拖把， 又到售票屋擦
起了玻璃； 刚放下检票交接班本
又拿出售票交接记录本。 别人都
是放假游园散心， 他虽然睡在公
园，却是加班加点。

马中原是2018年5月从玉渊
潭公园东门售票工作调到公园西
门任班长。 门区的工作就是每天
和游客打交道， 当有矛盾端倪的
时候， 他总是第一时间冲到游客
和员工面前化解。 他总说，“门区
的 服 务 工 作 首 先 要 调 整 好 个
人 心 态 ，从自我做起 ，遇到 ‘激
动’ 的游客要学会心中默念 ‘停
止’两个字。 ”

在马中原的口中， 只有一句
话， “保证完成任务”。 今年喜
迎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临时
加班的重任又落在他的身上。 为
了4点准时到岗， 克服离家远的
问题， 他便直接睡在门区。 晚上
8点半和同事一起站岗 、 引导 、
劝说， 零晨4点又精精神神的站
在门区当起了 “护卫”， 一个小
时接着一个小时的站岗， 一个接
着一个的新的忙碌。

国庆期间， 很多人都享受着假期的悠
闲， 沉浸在与家人的欢聚中， 出行放松的
惬意中。 然而， 为了保障假期各项工作的
顺畅， 一些职工放弃休息， 依然坚守在自
己的工作岗位上忙碌着、 奋斗着。

国庆我
在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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