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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回家”是忙完一年工作后人们对自己最大的犒赏。但当我们
阖家团圆，看着春晚吃着年夜饭的时候，却依旧有这样一群人坚守岗
位，确保着城市运行安全有序，保障着人们团圆过节，在寒冷的冬季温
暖着这座城市。他们是身着白衣的医护人员、是披星戴月的环卫工人、
是守护平安的人民警察……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用辛勤的付出，换来了
千家万户的团聚。

微笑服务（王菊萍
王菊萍//摄）

他们，
他们
，
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团圆

春节期间全区 10895 位医务人员坚守岗位

用爱心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
□记者 吴口天
春节期间，全区共 10895 名医务人员坚守在
医疗临床、院前急救、社区健康、公共卫生、血液保
障一线，
用爱心和奉献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
据了
解，春节期间至初六区医疗急救中心共出车 407
车次。
年初六早上 7 点半不到，奉城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全科医生朱国峰就开始忙碌起来，去病区
看床位病人的情况。8 点左右，等朱国峰看病的人
已经排到了十几号。
一天忙下来，
竟是一刻不得闲。
实际上，
春节假期，
除了两天短暂的休息，
这已经是
朱国峰第四个工作日了，
他依旧是一副笑脸与患者
们耐心沟通，
“大家都想高高兴兴地过年，作为社

区医生，
更是要在假期里好好地服务他们。
”
春节期间，
胃肠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和感冒发
烧是多发病，
特别是老年人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
朱国峰告诉记者，由于流感趋势及今年春节期间
的气候变化大，流感、发热和高血压、心脏病等慢
性病患者骤增，奉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日门诊
量近 200 人，
其中流感患者就占了近 80%。
在钱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了让村里患肩
周炎、腰腿痛等疾病的老年人能过个“舒服”的春
节，
年初一一早，
中心的沈炜医生和他的家庭医生
团队如约来到钱忠村内的“微医馆”，为 40 多位村
民提供诊疗服务。
这个春节，各大医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医务人员一如既往，
默默坚守，
守护生命不停歇。

春节无休换来美丽环境
奉贤环卫工值好“春节”
这班岗
□记者 蔡倩雯
春节期间，虽然许多行业都休业闭
市，但奉贤的环卫工却更加忙碌，为让市
民度过一个干净整洁的新年坚守岗位。
据统计，春节期间，奉贤共出动保洁人员
1.5 万多人次，机扫 400 多车次，清运垃圾
3850 吨。
春节期间，每天早上 7 点半，垃圾清
运工褚国庆就驱车前往各个点位收运垃
圾。建筑垃圾、毛垃圾、生活垃圾，不同的
垃圾不可混装，而褚国庆的任务就是把
不同点位的垃圾分批运送到各处理点
位。
“ 我们每辆车配备一个驾驶员，两个

装卸工，如果有一个请假，那另一个就会
很辛苦。”今年也是褚国庆过的第三个没
有休假的春节，
“ 城市每天都会产生垃
圾，
我们就不能不上班。
”
褚国庆说道。
春节假期的后面几天，
奉贤下起了雨，
穿着不透气的雨衣清运垃圾，
自然要比晴
朗天麻烦，
接近冰点的气候，
却让褚国庆干
得浑身出汗。
每天早上两车垃圾，
下午一车
垃圾，
这是褚国庆的工作常态，
今年的烟花
爆竹垃圾很少，
加上春节很多来奉务工人
员都已返乡，
垃圾反倒比往日少一些，
工作
量也就相对少一些。
假日无休的褚国庆用
自己的力量和许多默默坚守岗位的人一
起，
共同维护着这座城市的正常运行。

“我们一定帮你找到家人！”
□记者 邵毓琪
“小赵，快别忙活了，赶紧去食堂
吃饭吧！”虽说已是大年三十中午了，
相比大街小巷的清冷，四团派出所里
还是一派热闹的景象。
刚坐下不久，赵警官身上的电台
就响了起来。
根据电台里的指示，
四团
加油站里有人求助，值班民警即刻赶
往现场处置。
虽说被打断了“团圆饭”，
大伙却都是习以为常。
到达指定位置后，赵警官刚下车
就看到一位衣着单薄，瘦瘦小小的老
人蹲坐在寒风中，脸上也透露出无尽
的疲惫和沧桑。原来老大爷今天凌晨
4 点就推着他给家人准备的年货从南
汇大团出发，打算跟在四团的家人团
聚，
怎料出门前忘带手机，
又记不清家
人的手机号码。实在走不动了他就找
了能遮风避雨的加油站歇脚。正打算
休息一会儿继续赶路，谁知被好心的
加油站工作人员误以为是迷途老人，
所以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民警。
在交谈中，小赵得知老人的家属

在附近的一处工地值班，看着眼前这
个足足走了 12 多个小时，跨越了两个
镇的大爷和他身边装满了年货的小推
车，
小赵郑重地承诺道：
“你放心，
我们
一定帮你找到家人！”就因为这个承
诺，小赵带着大爷在三坎附近的几个
工地上兜兜转转，终于在将近黄昏之
时找到了大爷的家人。
后来，
老人的家
人执意要让小赵留下一起吃团圆饭，
而小赵指指腰间的电台婉拒：
“说不定
还有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等着我呢！”
再次回到派出所已过了 7 点，小
赵这才有空拿出手机给家人送个祝
福。
点开他妻子发来的视频，
那头是一
派欢乐祥和的氛围，他儿子问一句：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等你回
家过年！”小赵轻轻地摁下了录音键：
“乖儿子你先睡吧，
今晚爸爸还要继续
坚守岗位呢，等明天爸爸再带你出去
玩。
”
每年春节合家团圆的背后都蕴藏
着千千万万个春节值守者，他们用自
己辛勤的付出换来了“亿万”家庭的团
聚。

他们，让小区业主更安心
□记者 潘丹云
春节是全家团圆的日子，但在大
至物业顾瑞华看来，
作为一名物业人，
春节期间给业主营造一个安全、整洁、
温馨的服务环境更加重要。
“工作时间也不能离开小区，
电话
24 小时保持畅通；每天检查 2 遍各岗
位执勤情况……”从事物业管理十多
年，
在老顾随身的记事本上，
密密麻麻
地写满了春节期间的工作。老顾是一
名维修工，
今年春节，
他在同盛南桥花
园“蹲点”。
初一上午，老顾先从小区“心脏”
地带水泵房、消防泵房开始巡视，
再到
配电房、消防设备，
虽然在老顾日复一
日的检查中，这些配电设备都正常工
作，但他仍每次一丝不苟，认真记录。
结束相关巡查，老顾到管理处客户服
务部领取维修任务单，带上维修工具

和材料到客服部预约好的业主家、公
共楼道内进行维修。
下午，
老顾接到通知，
一户业主刚
办理入户手续，
需要陪同验房，
老顾立
即带上资料，
仔细对房屋的每个房间、
每个部位的设备设施进行查验，
并认真
做好记录，
对存在的问题请业主签字确
认，
并及时反馈给客户服务部。
巡查完，老顾和同事一起按照工
作 计 划 清 掏 污 水 井 、疏 通 排 水 管 道
……到了下班时间，老顾和同事一起
将清理出来的垃圾送到垃圾收集点，
整理好工具，填写好工作记录打卡下
班，
结束紧张而又忙碌的一天。
“节前的小区布置，
保安、
防火、
防
盗、员工休假摸底，
相关应急预案必须
提前制定完备，
离家住户要重点值守，
这一桩桩可都是事。
”
老顾说，
业主家里
灯坏了、电梯出现故障，
他一接到信息
就得第一时间联系业主或者赶往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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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服务人员的别样春节
□记者 孙 燕
别人的春节在家里度过，而许多餐饮人的春
节却是在餐厅里度过的。
大年初六，记者便来到了新开张不久的海底
捞 奉 贤 苏 宁 店 。 尽 管 刚 过 16： 00， 但 在 餐 厅
外，排队等候的人却已近百。为了缓解每位
“吃货”的焦虑心情，不少服务员在大厅里来回
穿梭忙碌着。一位四川来的服务员告诉记者，
“客人来了，我主要负责找座位、送茶水等。”
当然，这样还不够，她想了想又告诉记者，“茶
水还热不热，小吃还够不够，环境是不是整
洁，也要注意的。”说完，她便本能地摸了摸手
里的茶壶，笑着说，“热的”。没聊上几句，她又
去忙了。谁能想到，这位妹子，已经连续工作 8 小
时，
甚至还要持续工作到深夜。
在餐厅里，
“90 后”服务员小张告诉记者，这
里共有 80 多个餐位，百位服务人员正在各自的工
位上忙碌着。虽然是非常时期，但为了让每位食
客享受到如往常般的服务，服务员们各个身兼多
职，
又帮忙传菜、收拾餐桌，
还帮着煮菜。

②医务一线（记者 吴口天/摄）
④守护平安（记者 邵毓琪/摄）

④

活干到哪儿，就在哪儿过年
□记者 潘丹云
2 月 4 日，民乐路改建工地显得有点冷清，在项目
部，老李刚刚巡查回来，春节期间，安全问题丝毫不容
忽视。
作为安全员，他每天都要到现场巡查，排除异常，做
好项目部的防火防盗措施。
“安全工作压力大，一年到头
不容任何闪失，能看到大家平平安安回家过年，这是让我
最开心的事情。”老李说，工地几天前就停工放假，
工人们
陆续回家过年。但日常巡查还是必不可少，
因此春节还有
几名工作人员要坚守工地。除夕那天，
项目部厨房内非常
热闹，记者到达现场时，留守工地的工作人员正有说有
笑。厨房内，
几个工人忙着包饺子、
擀面条。
“动动手，过年
的感觉就出来了。
”
工人老李笑着邀其他工人加入进来。
“大厨”老周一早就开始忙碌。
“过年跟平时不一样，
要多做大家喜欢吃的菜。”他边说边切一盘辣椒，
“有个湖
南工人想吃家乡菜，特意加了小炒肉和剁椒鱼头。”边说
着，工人们入座吃起来。
“你们先吃，还有几个菜呢！”老周
在餐桌边站了没多久，
又钻进厨房。
春节几天，同事们还轮流去街上走走逛逛，感受奉贤
的春节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