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运班车是每年春节将外出之人
送到家人身边的主力军，而汽车售票员
则是春运大潮中十分重要的角色。

春节期间，康定汽车客运站的一些
班次已经暂时停运，但是为了服务仍在
运营的班次，让有需要的群众顺利乘车
回家，售票员李天秀的这个春节，会正
常上班。李天秀是九龙人，从事售票工
作5年，每年都没能和家人一起吃团年
饭。对于长期春节值班，李天秀说“值班
是工作需要，无论何时我们都要等到最
后一班车回站，才能休息；越是过节，越
要认真工作，因为我们的服务影响着很
多人过节的质量。”

春节期间，部分出租车已经停运，
公交车就成了城区交通的主要力量。所
以，每年春节，康定公交都有相当比列
的班次保持运行，从雅安汉源来的白克
虎便是今年春节值班的康定公交司机
之一。

虽然平时与家中年长的父母和年
小的子女聚少离多，心中很想回家和亲
人一起过年，但是对于春节值班的安
排，白大哥还是十分理解。他说：“公交
本身就是方便群众的民生务工程，虽然
大年三十这天乘客不多，但是只要有 1
个乘客，我们都要用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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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清一家在康定南郊经营面馆已
有8年。8年来，他一直坚持春节照常营
业，正月十五再回家与亲友团聚。正因为
年年春节不休业也不涨价，老杨的面馆
积累了很多熟客。被问道春节照常营业
的原因，杨红情说：“无论什么时候，吃饭
都是人最基本的需要，有些人因为各种
原因，过年找不到地方吃饭，我家的面条
也许就是某人的团年饭，所以自己辛苦
一点也很高兴。另外，我的家人都在这
里，店里忙完，一家人一起做年夜饭，然
后一起吃，也很高兴。”

为了让大多数让安心过节，无数个
岗位上的无数个人，选择了在万家团圆
时默默坚守，也正是有了他们的坚守奉
献，我们才能安心过节。让我们对春节
坚守岗位的人们说一声：“您辛苦了，祝
你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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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康定街头人来人
往，路灯上的大红灯笼释放着浓
浓年味，也催生着“异乡人”的思
家之情。

63岁的邹富品一大早，打通电
话给家人表达了不能回家过年的愧
疚之后，就拿着扫帚上街去了。

邹大爷是阿坝州小金县人，
去 年 开 始 在 康 定 从 事 环 卫 工
作，和另一个同事一起负责州
法院至州医院第二病区地段的
公共卫生。前两天，他的搭档根
据公司安排回家过年去了，两
个人的活儿就落在了他一个人
身上。这意味着在新年前后的
一周，他每天都要从早上 6 点一
直忙到晚上 7 点才能休息。因为
值班所以不能回家过年，邹大
爷虽有遗憾但也感到高兴。他
说：“过年就是要干干净净的才
好，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好环境
我也高兴，而且今年政府号召
大家文明过节，不放鞭炮，我们
的任务也要轻松很多。”

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记者走
进康定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时，
一点也感觉不到放假的气息——
拥挤的办公室内，大部分电脑都
在正常运转，四五个工作人员正
在热烈讨论着手上的工作。

刘艳鑫是康定本地人，她已
经记不清是第几次在工作岗位
上过年了。她告诉记者，今年康定
市各部门至少60%的人员参与春
节值班。但尽管值守人员较多，交
通战线的任务依旧繁重，因为前
几日的大风天气和即将到来的自
驾游小高峰都为保通保障工作增
加了难度。另外，交通部门作为

“交通先行”战略的牵头部门，还
要参与市里统一组织的“六大战
略花车巡游”活动。

关于春节上班，刘艳鑫十分
坦然。她说：“虽然是过节，但工作
还是要有人干，要是什么工作都
停了，大家的节日也过不好。我们
是轮流春节值班，在岗就要把工
作做好，我下班回家还能吃上家
人做的年夜饭，家在外地的同事
付出的更多。”

新春佳节既要有浓郁的氛围，
也要有良好的市容环境，所以每年
春节康定市政局都要留人坚守。

炉霍小伙何彬在康定市政局
工作 6 年以来，每年都在岗位上
过的春节。他告诉记者，他们春节
值班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城市卫
生，处理管道漏水等突发事件。市
政股和执法大队的同事从早到晚
都要上街巡察，自己从事办公室
工作，主要是发挥协调联络作用。

关于连续几个春节在岗值
班，何彬说：“每年值班都是自
愿的。下班之后，和同事在一起
团年也很温暖，只是有点对不
起家人。”

康定市住建局办公室在康
定市政局办公室的旁边，记者在
这里看到的也是一片忙碌而有
序的景象。

廖波是康定人但其家人都生
活在仁寿。他告诉记者，临近除
夕，几乎所有建筑类工程均已停
工，前来办事的群众也寥寥无几，
但局里依然严格遵守市里的统一

部署，留了60%的人员值班。
被问及春节期间吃饭如何

解决，廖波笑着说：“去朋友家搭
伙”。当记者追问：“不能和家人
团年，是否有点失落？”他爽快地
说：“也没啥，都习惯了。坚守岗
位是工作要求，也是一种态度，
如果真能服务几个来办事的群
众，也是一种幸福嘛！”

记者看到康定市扶贫移民局
副局长蒋杰时，他正和另外两名同
事坐在一起研究修改即将面向广
大群众公开发布的“新春贺信”。

谈及春节值班，蒋杰表示，自
从 2018 年康定决胜脱贫摘帽以
来，扶贫移民局的所有干部职工
基本上都放弃了节假日休息的机
会。今年春节是康定脱贫迎检准
备的关键时期，全局领导干部都
在班、在岗，大年三十的前一天还
在走村入户，正月初二又要全面

启动入户走访工作。
记者在蒋杰的办公室里看到了

睡袋和干粮。他说睡袋是平时用的，
有时加班太晚就在沙发上睡了，干
粮是为春节里准备的，周围的饭馆
都关门了，只能吃干粮，好在家人在
康定，下班后还能回家吃饭。

虽然，春节需要值班而且和
平时一样忙碌，蒋杰心里还是十
分欣慰。他说：“脱贫攻坚以来，确
实很累，但看着胜利就在眼前，心
里也很有成就感。”

过年是大家花钱最多的时候，虽然
现在移动支付技术已经普及，自动取款
柜员机也十分方便，但有部分群众仍然
需要到银行窗口办理业务，所以银行工
作人员在春节也要坚守岗位。

内江人王建平在银行工作已经 20
多年了，现为四川农村信用社康定新城
服务厅的窗口工作人员。和前年一样，大
年三十中午，他的家人已在老家和家人
团员，他却还坐在窗口前等待着为数不
多的客户。当记者问道：“打算怎么吃年
夜饭？”王大哥笑着说：“下班回去再做，
那才是真正的年夜饭，吃早了还没那种
感觉”。关于春节值班的必要性，他说，有
些人还不会或不习惯使用柜员机与手机
支付，银行窗口值班十分重要。

无论是其他节假日还是春节，医院
都会照常上班。蒋建成在州人民医院工
作3年来，每年都参与了春节值守工作。

大多数满足出院条件的病人，都想
尽早赶回去与家人团年，所以蒋建成所
在的出院结账窗口异常忙碌。记者见到
他时，他正有条不紊地为患者办理出院
手续。隔着玻璃，记者感受到了他的严肃
认真，从他的严肃认真中记者感受到，今
年春节我州医疗战线的同志们仍然和往
年一样，践行“一家不圆，万家团圆”的理
念，用自己的坚守，守护着千万个家庭的
平安幸福。

为了让更多人顺利回家团圆，康定
折多河加油站的员工拉姆，选择了在春
节坚守岗位。

虽然前来加油的车辆比平时少了很
多，但是拉姆和同事们一点也没有大意，
实名加油、核对信息，取抢加油、挂抢结
账，每一个环节都做得规范到位。拉姆告
诉记者：“加油工作责任重大，必须认真
负责，而且燃油是驾车出行的必要保障，
春节值班就是在保障他人出行，虽然不
能回家，我也很开心。”

厨房内，几个战士正在忙碌着准备丰
盛的饭菜；坝子上，几名战士围着几辆消防
车左瞧右看，并不时搬弄各种设备、零件。

以上是记者春节里，在州消防救援
支队驻地看到的一幕。消防战士伍遥一
边检查设备一边告诉记者，他来自浦江，
入职五年，每年的年夜饭都是和战友们
一起在驻地食堂吃的。伍遥一年只能回
家一次，每到春节都会想家，但想到自己
肩负着保护万家平安的重任，心思就又
回到了工作上。因为除夕当夜发生火灾
的风险较大，消防支队一直都把年夜饭
提前到中午进行，并且要提前检查设备，
做好出勤准备。

过年是合家欢乐的团

圆，把酒言欢的喜悦，但

大多数人的团圆和喜悦

总离不开少数人的奉献

和坚守。

有一些人为了让更多

人安心愉快地过节，仍然

坚守岗位、无怨无悔。让

我们跟着镜头，走近这些

可爱的人，走进这些温暖

的值守故事。

◎甘孜日报记者 张磊 刘小兵 见习记者 包小玉 文/图

万家团聚时 他们在奉献
向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劳动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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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市各单位工作人员坚守岗位。

客运站忙春运。

“在路上”的公交司机。

信用社值班人员正常工作。

加油站值班人员为车辆加油。

部分个体商户照常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