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锻炼+做教案，这个春节过得有滋有味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06
2021年
2月20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专
题

版
式
设
计
赵
军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本报记者 任洁

首师大附中永定分校语文教师

孙玉敏

跑步、 打羽毛球、 做教案……我
是首师大附中永定分校的语文教师孙
玉敏，河北承德人，今年是人生当中第
一次不回家过年。我不想虚度假期的大
好时光，于是把每天的生活安排地井井
有条，想让这个年过得有滋有味。

作为 “90后” 女孩， 我有一个和
睦的四口之家， 2020年11月我成为了
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为响应政府号
召， 今年我和在通州工作的哥哥都选
择留京过年， 与远在老家的父母相隔
两地。 起初想到这一点， 我的心情有
些低落， 但考虑到这样做是个人对疫
情防控的小小贡献， 也是为了在下学
期尽快投入正常教学工作， 一切为了
学生， 我很快调整好心情， 在学校领
导的关照下开启别样放假生活。

春节七天， 我的日程表排得很有

规律： 每天7点半起床， 先绕着学校跑
上一两圈。 回来吃过早饭后， 9点开始
阅读高一上册教科书， 思考并撰写教
案。 因为我负责带学校的 “1+3” 人
才培养试验班， 初三下学期和高一的
知识点有衔接部分， 我希望能带领学
生取得突破， 就需要自己更努力， 所
以工作以来一直根据整体知识结构 ，
去做两个年级的教材整合工作， 参考
其他优秀教师的教案， 以及近年来的
高考模拟题 ， 制定适合班级的教案 。
目前整体框架基本搭好， 还挺有成就
感的。

到了下午， 我会放松身心， 和留
校的两位同事约着去学校体育馆打羽
毛球。 我在大学取得过校运会羽毛球
女子单打比赛第一名， 同事单独打不
过我， 一番行云流水的挥拍扣杀， 球

在空中划过一道道弧线， 别提有多么
酣畅淋漓了。 感谢学校给我们开放了
体育馆、 图书馆等场地， 我们不用外
出就能锻炼身体， 为新学期储备体能。

过年七天， 虽然我不像往年那样
与亲戚相聚吃饭、 聊天， 但过得非常
充实 、 有意思 ， 每晚22点上床休息 ，
比平时睡得早， 相信开学后我能以最
饱满的精力投入工作。

学校很关心我们三个留校过年的
教师， 不仅免费提供精致的一日三餐，

还亲自上门给我们发放节日大礼包 ，
里面有坚果、 牛奶、 鸡蛋、 熟食等好
吃的。 除夕上午， 徐骏校长和我们一
起贴春联、窗花；晚上，校长和我们一起
吃年夜饭、包饺子，就像父母一样关心
我们的生活 。 家人得知后特别欣慰 ，
妈妈说： “疫情是暂时的， 回家随时
都可以 ， 有领导和同事的关怀陪伴 ，
我非常放心啊！” 是呀， 能得到这么多
温暖相伴， 无论在哪里过年我都收获
了满满的爱， 丝毫不会感到孤单。

“骑行，让我的春节过得很牛”
□本报记者 陈曦

和利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党群办公室党群主管

赵海霞

我们单位在亦庄， 腊月二十九中
午放假， 之后我就和几个小伙伴相约，
一起从亦庄骑车到了位于石景山的首
钢大桥。

当天， 我们1点左右出发， 3点半
就到了首钢大桥。 原来计划来去4个小
时。 结果， 到了那， 心情太好， 看冬
奥会的训练场馆 、 看颐和园 ， 拍照 、
聊天， 结果忘记了时间。 回过神来往
回赶 ， 发现体能真的不如来的时候 ，
而且路上开始堵车了， 我们还骑错了
路。 7点多才回到亦庄。 大家一起吃了
饭， 缓了缓， 9点多我才回到家。 虽然
很累， 但是感觉这一天很充实。

从去年4月份骑行以来， 我骑行60
公里到过天安门、 骑行70公里到达过

通州大运河 ， 这次骑行到首钢大桥 ，
距离有100公里 ， 体验一次比一次大
胆， 感觉自己越来越 “无敌” 了。 其
实， 我以前就热爱运动， 喜欢打羽毛
球。 有了孩子以后， 尤其是有了两个
孩子以后， 打羽毛球就变成了一项奢
侈活动。 因为， 要找专门的时间才能
完成， 而且时间短了还不过瘾。 后来，
我发现骑行不错。 利用上下班的路途
就完成了， 而且是户外、 绿色的通勤
方式， 似乎也更符合疫情防控的要求。

我老公参加过铁人三项比赛， 他
有一个公路自行车 ， 但车把是弯的 。
我觉得这样的车把比较难控制， 后来，
在老公的鼓励下， 我试了一次， 感觉
不错 。 于是 ， 就开始骑公路自行车 。

以前， 总是别人超我， 换了这个车后，
我发现我也能超别人了。

后来， 我们单位同事， 一位公路
自行车资深人士， 发现我在骑公路自
行车， 又得知我是初学者， 就主动带
我骑， 还给我讲了好多骑公路自行车
的动作、 姿势。 比如遇到什么情况用
什么手势， 什么情况需要变速， 我越
听越觉得有意思。 之后， 我开始自己
买装备。 我换了更好的 “座驾”， 露指

手套、 眼镜、 头盔、 骑行裤、 骑行服
等都配齐了， 我感觉自己很酷。

春节假期这几天， 我每天都在运
动，基本上是在家周边，骑20公里自行
车，或者跑步5公里。我今年也给自己定
了一个小目标，减掉小肚子。 所以除了
骑行、跑步，我还增加了腰腹训练。

骑行， 让我的春节很愉快2021年，
我要把对骑行、 对运动的这份热爱保
持下去， 牛气冲天！

□本报记者 白莹

嘉盛兴业品质部经理

王霞

我叫王霞 ， 是一个川妹子 ， 自
2015年进入嘉盛兴业， 至今已有六个
年头， 我从一名普通员工， 一路以来
凭借自己不断努力， 如今已经晋升为
公司的品质部经理。 在接到公司响应
国家号召 ： 非必要不离京的通知后 ，
我毅然决然地退了已经购买好的车票，
得到家人们的理解后， 我开始走访每
一个项目， 引导大家响应公司号召在
京过大年， 鼓励职工们自娱自乐云端
年会练起来， 保障公司云上新春联欢
活动办起来。

大年三十，我来到华瀚国际项目跟
住宿员工一起动手剁馅包饺子。人多热
闹，很快，微信群里各个项目也都发来
了年夜饭的照片，一桌桌丰盛的年夜饭

让人看了真是垂涎欲滴。大家做的有川
菜、东北菜、鲁菜，吃年夜饭的时候，大
家共同举杯祝福。 此后，每一个项目的
小家长都带领住宿的全体员工，一起在
手机里拜年，一起祝愿新年快乐，牛年
大吉，好不热闹！

我是公司公认的 “嘉盛布莱尼小
甜甜”， 一首 《常回家看看》 拉开了云
上嘉盛春节晚会的序幕， 把所有留京
员工的热情打开。 随后我带大家跳广
场舞， 兄弟姐妹一起扭起来， 大家唱
歌跳舞， 期间我们打开抽奖箱， 员工
有的抽到现金 ， 有的抽到才艺表演 ，
有的抽到罚酒一杯， 就这样大家在欢
乐的气氛中结束了年夜饭。

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 我们还

有更精彩的节目， 就是每年除夕晚上
公司老板和高管们的 “红包雨”。 我邀
请了几个跟我一样不能回家的小姐妹，
来到我的住处， 到了20:00来自公司群
内的上百个红包雨一直下到新年的钟
声敲起 ， 小姐妹们这一夜好不热闹 ，
时而兴奋跳起来、 叫起来， 时而比比
谁是手气王， 给这个除夕之夜留下了
别样的味道。

虽然北漂多年， 从未有过春节不
回家的经历， 但今年的留京过年， 让
我没有感到孤独， 反而更加充实， 更
加丰富。 我祝福奋斗在一线的防疫医
护人员平安健康， 同时对防疫在一线
的清洁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在疫情
最为严重的时刻， 我们清洁人不但能
做好消毒防疫工作， 更能不折不扣完
成国家垃圾分类的工作。

“云”上联欢过大年 大伙儿乐不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