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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祥和的国庆中秋长假即将

落下帷幕，在大家欢庆佳节的背后，

是各行各业工作人员的坚守。

欢乐谷的设备维修师、图书馆

快速找书的借阅工作人员、汉街帮

游客寻人找物的巡逻民警、儿童医

院“一针见血”的穿刺师、火车站坚

守了6个月的志愿者、江汉路眼疾

手快的清运工、火车站与援鄂医疗

队员重逢的值班站长、地铁站“10

秒指路”的站长、大学的“妈妈宿管

员”、走街串巷“闻”气的天然气巡线

员……

一个个平凡的劳动者，在自己

平凡的岗位上练就不平凡的技能，

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

力量。“我爱我的武汉”，这个长假，

他们是辛苦的，也是快乐的。

国庆中秋一线奋斗者：我爱我的武汉

武汉欢乐谷设备部维修师 赵杨

为保平安坐5000次过山车
10月2日早晨7时，武汉欢乐谷设备部维修师赵杨和同事已经在园区开始例

行检查。检查“木翼双龙”过山车车体、轨道，用肉眼查看螺栓有没有松动的迹
象，试一试行走门的灵活度，看看安全压杆的功能是否正常……一张早检工单上
记载了近50个检查项目，小到螺丝，大到安全设备装置，工单上的每一项都要完
成。

到了每天的“试车”环节，赵杨和同事坐上“木翼双龙”。一圈、两圈、三圈……
试车完毕，所有设备的准备工作就绪，“木翼双龙”才移交给工作人员试运行待
客。此时已经过去将近3个小时，赵杨的脸上全是汗，他才顾上拿起水杯喝口水。

在武汉欢乐谷从事设备检修，赵杨一干就是6年。数一数，他大概坐了近5000
次“木翼双龙”过山车。“刚坐过山车时的确会害怕。”而现在，赵杨坐过山车相当
平静，每次试车他都全神贯注地聆听机器发出的声响，注意车辆本身的运行状
况。等到“木翼双龙”开始运行，每隔两个小时，他和同事就会进行巡检，偶尔也
会和游客聊聊天，听一听游客乘坐的感受。“这样更方便我们掌握这个游乐设施的
运行情况。”国庆长假，赵杨每天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游客的安全，有我们守
护”。

赵杨介绍，武汉欢乐谷引进的大型游乐设备，本身就设有安全保护装置，具有
非常高的科技含量和安全指数。而为了保障设备的正常运行和游客安全，欢乐谷
制定了一套异常严格且成熟的安全保障程序：每天有晨检、每周有周检、每月有月
检，每年设备检测部门进行一次年检，及时更换磨损部件，排查可能发生的故障，
杜绝安全隐患。

江汉路步行街垃圾清运班班长 张毅

视线不离地面清光垃圾污渍
10月7日9时，随着商户陆续开张，干净整洁的江汉路步行街迎来了当日第一

批游人。在人群中间，身穿橙黄色环卫工作服的张毅格外显眼。
江汉路步行街中心百货前，张毅手持垃圾钳走在前，同事驾驶转运车紧跟其

后，时不时有商户把打包好的垃圾递给二人，而张毅和同事则会“回赠”一只垃圾
袋，双方配合十分熟练。

身为江汉区城市管理执法局环卫质检一队江汉路步行街垃圾清运班班长，张
毅主要负责街面果皮箱以及商业门店的垃圾清理和转运。

从事环卫工作7年，张毅对江汉路步行街的人流量规律已了如指掌。“每逢节
假日，街面人流密集度会从中午11时开始增加，下午1时左右到达高峰，并一直持
续到晚上11时。”张毅说，国庆期间垃圾清运工作常常会持续到半夜，垃圾量相比
平常翻了一倍，总量超过8吨。

从江汉关博物馆至江汉四路，约1.3公里的路程，张毅“逛”完一趟需要1个多
小时。与游客逛街时的关注点不同，张毅的视线始终保持向下，街面、果皮箱、店
铺门前，凡是有垃圾和污渍，必须及时处理。十一长假里，张毅每天至少巡街7
次，日均步行超过8公里。

目前江汉路步行街上共有55处果皮箱，在中心百货等人流量较大的地段，高
峰时期平均3至5分钟就要更换一次垃圾袋。开盖、打包、装车、换袋，张毅告诉长
江日报记者，熟练的环卫工不到30秒就能处理完一处果皮箱。

国庆期间，张毅和同事始终坚守岗位，不仅没有休息一天，还完成了远超平日
的工作量，这让张毅感到十分自豪，“环卫工作平凡且不易，虽然辛苦，但能换来城
市的整洁美丽，我觉得值”。

汉街派出所民警 刘熊

每天逛汉街寻人找物
走两步停一下，观察周围有无求助，是否存在人员聚集……10月7日一早，武汉市汉街派出所民警

刘熊开始一天的街面巡逻。
汉街是中国最长的城市商业步行街，全长1.5公里，由3位民警分段负责巡视。今年30岁的刘熊是

恩施人，2017年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后参警，加入汉街派出所，负责在汉街治安巡逻。当天，他负
责的第二街区长约500米，从早上9时到晚上11时，他不仅要在这里维持街面和沿街店铺秩序，还要帮
游客寻人找物，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国庆当天，汉街全天接待游客约15万人次。”刘熊介绍，人流量大对民警的工作提出更高要求，除
了维持街面秩序，他还会进入店铺内巡视，发现店内顾客较多时，及时提醒店方限流，嘱咐顾客注意人身
财产安全。

1日下午，一位外地游客报警，称将钱包遗落在共享单车上。接警后，根据其描述的钱包失落路段
和时间，刘熊查看监控录像发现，该游客停车后，有一疑似附近店铺的工作人员靠近过共享单车。刘熊
顺线追踪到该店铺，找到了拾到钱包的店员。经了解，这位店铺工作人员在拾到钱包后，已将钱包交给
了街面的其他巡逻队员。刘熊立即与同事联系取得钱包，将钱包内物品核对无误后，交还到外地游客手
中。此时，距离该游客报警求助仅过去约1个小时。

7日9时许，刘熊穿戴好出警装备，从派出所出发走上汉街内街，大部分店铺还未开始营业，一运动
品商店前已排起了长队。“运动品店做优惠活动，有的人昨晚就开始排队了。”刘熊提醒排队的顾客戴好
口罩，保持间距，沿街边排队、按顺序进店。刘熊说，做活动的店铺、大戏台、蜡像馆等人员易聚集的区
域，都是民警巡逻时的重点点位。

约500米长的责任区，走走停停，一趟下来，刘熊差不多要花半个小时。上午2小时，下午3小时，晚上
4小时，一天9个小时的街面巡逻下来，他至少要走1万多步。刘熊介绍，国庆节期间，他每天处理警情约20
个，其中一半是帮助游客寻物、寻人等求助类警情，至少帮助游客找回遗失物品及走散的亲友50余件次。

武汉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 彭开伟

和援鄂医疗队在站台重逢
曾经迎送的援鄂医疗队员，彭开伟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在站台上重逢。10月6日，长江日报记者见到

了武汉火车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彭开伟，身高1米83的他穿着制服，衣袖上戴着突击队员红袖章，走在
人群中特别显眼。旅客有问题找到他，他总是耐心地解答。

1日下午，从深圳开往郑州的列车中途停靠武汉站。列车一停，彭开伟就走向站台边6号车厢出口
引导旅客下车，双眼紧盯着旅客脚下的踏板以防踩空，一位旅客从他前方走过后，忽然转身拍了拍他的
肩膀。

彭开伟一愣，回过头，一个眉心带痣的姑娘正笑着看他，“高个子，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你，我们在武
汉站还合影过，记得吗？”缓过神的彭开伟也认出来了，顿时心头一暖，原来是他曾经迎接过的援鄂医疗
队员，这次重回武汉探亲，两人相视一笑聊了起来。

“你怎么还戴着这个？”姑娘指着彭开伟手臂上的突击队员红袖章笑问。“对，我们一直会戴，只要有
需要随时都在。”彭开伟笑着答，说着便送她去搭乘出租车。虽然不知道姑娘的名字，但他记得她是从
湖南常德来汉的医疗队员。

疫情发生后，本来准备回江夏家里过年的彭开伟，在大年三十主动请战值守武汉站，成为车站“头
雁”党团员突击队队长，迎送援鄂医疗队员、搬运防疫物资，整整76天都在车站度过。

“当时抵达武汉的大都是些年轻面孔，让我印象深刻，也十分敬佩，就提出一起合了影。”彭开伟对记
者说，对于他而言，每位医疗队员都是一个英雄群体的代表，而他自己对于医疗队员而言，也是武汉人和
武汉站的一个代表，彼此之间都是一种整体记忆，都有一种友谊和亲切感，会一直存在。

武汉重启后，彭开伟一直在车站值守至今。从10月1日到5日，他每天都能看到再来武汉的医疗队
员。“有专门回来吃热干面的，有特意来看这座城市的。”他说，经过这次疫情，他收获了很多感动和难
忘，以前不觉得自己的工作有多大意义，现在觉得平凡岗位也可以实现价值，旅客也更加配合和理解他
们的工作，“互相都更默契了，工作干起来更愉快了”。

武汉市少儿图书馆借阅部主任 熊萍

20秒从10万藏书找到你要的
“您好，我想找这本《草房子》的书！”10月6日，一位妈妈来到武汉市少儿

图书馆二楼借阅处，表示想帮女儿找这本书，但是看到借阅处这么多书籍，不
知从何寻起。

借阅部主任熊萍迅速走到书架一方，不到1分钟的时间，已经帮读者找
到了《草房子》。这时，熊萍发现旁边有一本书有点破损，也一并拿在手上。
将《草房子》交给读者后，熊萍麻利地拿出透明胶，将图书破损处修补好、按平
整，再放回原处。

武汉市少儿图书馆二楼，借阅处书架上有近10万册图书。每当读者们
找不到书，询问熊萍时，她都能快速取出读者所要的书籍，最快的找书时间
只需要 20 多秒。熊萍说，她在图书馆工作 10 多年，一直与书为伴，找书籍
轻车熟路，“借阅部的所有同事，都能快速帮读者找到书，这就是一项日常
工作”。

在帮助借书、找书的过程中，熊萍和热爱阅读的孩子成了“忘年交”。有
一名叫小雅的女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就在图书馆看书借书，“她喜欢科学类、
自然生活类的书籍，我也会给她推荐，久而久之，我们就成了朋友。现在她已
经上初中了，还是非常热爱阅读。我和她妈妈加了微信，也会时不时聊天，互
相推荐看过的好书”。

十一长假期间，熊萍和同事坚守在岗位，遇到有读者借书、还书，大家主
动上前帮忙、进行引导，提供优质的服务。从1日至6日，市少儿图书馆共接
待入馆读者3009人次，接受读者还书7154册，借书13074册。

地铁2号线江汉路站值班站长 田畅

再刁钻地方都能秒指路
这个国庆长假，地铁2号线江汉路站的值班站长田畅记不清自己为乘客指了多

少次路。“为乘客指路，再刁钻的地方，10秒之内，他肯定能告诉你最省时省钱最便捷
的线路。”10月6日，田畅的同事满心佩服地向长江日报记者介绍他。

为练就这项技能，田畅做足了功课：武汉地铁9条线路，228座地铁站他
都利用空闲时间一一体验，逐个探访，不仅线路站点记得牢，连周边的地名
他也清清楚楚。

2日，外地来汉旅游的一家三口逛完江汉路后，打算去朋友家投宿，他们
要去的地方叫“米粮”，这可难住了一名工作人员。他立即通过对讲机询问
田畅。“噢，米粮啊，请乘客去6号线站台，到钟家村转4号线到孟家铺下就到
了。”田畅几乎没有思索，脱口而出。这么“刁钻”的地方，就算在武汉生活了
十多年的人都不见得知道，可在田畅这儿“秒秒钟”。“我去孟家铺探站时，听
过这个地名。”他说，“我们地铁人不能只满足知道车站名，游客关注的只有
目的地，这需要我们也往前探一探。”

不仅如此，田畅还能挑战地图、挑战攻略。6日下午，田畅巡站时，听到一
对年轻情侣说要到范湖转3号线去菱角湖。“这不弯远了吗？”他本能停住。年
轻人拿出网上攻略给他看。田畅耐心解释：“江汉路站是换乘站，你们乘6号
线坐3站路到香港路站，再换3号线，1站路就到菱角湖站了。如果去范湖换
乘，不仅要走很长的换乘通道，还要坐6站路呢。”

值守过停运期间空无一人的车站，再回到人头攒动的车站，田畅感慨：“只要有
游客问路，我一定竭尽全力帮他们。我要让他们感受武汉地铁的专业，武汉人的热
情、周到，让他们把我们的热情带回去，呼朋唤友，让更多人来我们武汉旅游。”

武汉儿童医院首席穿刺师 邹鋆

每天给宝宝打针“一针见血”
10月7日10时，武汉儿童医院门诊3楼输液窗口前，不少家长抱着孩子等候打针。
1号窗口前，在“首席穿刺师”邹鋆的指导下，妈妈董女士将熟睡的孩子放在输液台上，邹鋆摸摸宝宝

的小额头，确定好大致方位，用止血钳夹着针头，轻柔地扎进皮肤和血管，一次成功。整个过程中，宝宝
完全没醒，只在进针时微微皱了下眉头。

接下来轮到女孩萌萌打针，她今年6岁，体重已有60多斤，两只小手胖嘟嘟的，手背上很难看清血管。
“昨天打右手，是不是不疼啊？要是有点害怕，就闭上眼睛，保准今天打针也不疼！”邹鋆拿起萌萌的

左手，观察后轻拍手背，一边和萌萌聊天，一边涂碘伏消毒、进针。松开止血带，针头立刻回血，这表明，
这次穿刺也很顺利，“一针准”。

萌萌的奶奶陈女士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孙女从小就胖，打针一直很困难，经常连着穿刺三四次都不成
功，最后不得不剃头发、扎脑袋，甚至扎脚部血管，孩子疼得哇哇哭，家长跟着心疼。前几年，武汉儿童医院
选出一批特别会打针的护士当“首席穿刺师”，邹鋆就在其中。发现她打针又快又好，陈女士此后就定点找
邹鋆给孩子打针，“从没有失败过！”

短短半小时，邹鋆接连给11个孩子做了穿刺，全部一次成功。
这手“一针见血”的绝活怎样练就？邹鋆说，儿童的血管本就很细，有些孩子又偏胖，要隔着脂肪精准定位

血管，确实难度较大，这要求操作者熟悉人体血管的定位，还得有丰富的经验和手感。为此，她和同事都是通
过给西瓜“扎针”来练习基本功，掌握进针的角度、深浅、速度等；此后再在同事身上实战，互相扎针，熟悉人体
血管。邹鋆笑着说，父母、老公都被自己扎过针，最终才练出“一针准”。

因为这手绝活，邹鋆和同事还常被请到外院给患儿穿刺，“哪里有疑难穿刺案例，我们就在哪里，再
困难也要想办法操作成功”。

近两年，邹鋆每年穿刺4万人次，成功率99%以上。国庆节期间，她上班5天，每天穿刺100多人次，
全部“一针见血”。

武昌工学院宿管员 万志香

学生大小事习惯找“万妈妈”
“阿姨您早！”10月7日一早，在武昌工学院6栋宿舍大厅，出门上课的学生们看见宿管员万志香，都

会和她打个招呼。当宿管员11个年头，万志香每年大部分时间“住”在学校里，国庆、五一这样的节假日
从未休息过，被一批批学生称作“万妈妈”。

万志香今年57岁。作为一名宿管员，今年对她来说是最特殊的一年。国庆、中秋的8天假期里，学
校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放假，学生们只在10月1日休息了一天，其余时间仍然正常上课。万志香除了坚持
常规的宿舍管理工作，每天还要对宿舍大厅等公共区域进行例行消杀，拿着抹布将宿管室内外墙面仔细
擦个遍，之后在地面洒上消毒液来回拖洗。

从2009年成为学校宿管员至今，万志香的字典里就去掉了“节假日”，无论周末还是大小长假都在正
常工作。每天6:30打开宿舍大门，晚上11:00准时关门。偶有学生晚归，或者晚间突然生病，万志香经常
从睡梦中被叫醒，给学生们提供帮助。学生的衣服破了需要缝补，心里有事需要倾诉……宿舍里的大事
小事，学生们都习惯找万志香帮忙，觉得她就像学校里的“妈妈”。

6 日中午，一个突然打来的电话让万志香意外又感动：请假外出给表姐送亲的学生吴小龙说，自
己的母亲希望在参加完婚宴后来看看她，当面表示感谢。万志香强调了学校的防疫规定，婉拒了吴
小龙母亲的好意。下午返校时，吴小龙带来了一些母亲手制的酱料、腐乳，并说道：“妈妈让我感谢
您平时的照顾。”“这孩子很有礼貌，见面总是会主动和我打招呼，一来二去也就熟了。”万志香告诉
长江日报记者，因为吴小龙家在荆州，平时回家不多，熟络之后她偶尔会从家里带些菜给他，缝补衣
物等生活琐事也时常帮忙，“我觉得都是些举手之劳的小事，没想到这孩子都记在心里，还告诉了自
己的父母。”

每年假期结束后返校，总有不少学生给万志香带来一些土特产或是小礼物，还有不少毕业生回母校
时专程来看她，这让万志香倍感欣慰。虽然今年没有放假，但是看到学生们健康平安，万志香说“再辛
苦，也值得”。

志愿者 熊雪晴

查健康码练出“火眼金睛”
10月7日，武汉火车站迎来返程高峰，当天上午9时，西进站口前聚集了大批旅客。熙来攘往的人流

中，志愿者熊雪晴身穿黄马甲，耐心引导旅客扫描健康码、有序测温进站。从4月8日至今，她已经在武
汉火车站连续值守了6个月。

熊雪晴，24岁，澳大利亚南澳大学在读研究生。受疫情影响，1月回国后，熊雪晴短期内无法返回学
校，在家上网课之余，她主动报名成为武汉火车站的志愿者。

4月8日是熊雪晴上岗的第一天，也是武汉“解封”首日。她清晰地记得，天刚蒙蒙亮，西进站口就已
排起长队。熊雪晴戴着N95口罩，全副武装，挨个检查旅客的手机健康码，心情紧张又激动，“我的城市
活过来了”。

国庆期间客流量翻倍，需要比平时更加仔细耐心。旅客距离进站口约2米时，熊雪晴便开始提醒旅客
佩戴口罩、提前出示健康码。旅客迈入黄色1米线后，她一边用眼神快速“扫射”大家手中的二维码，一边摆
手示意可通行。遇到带孩子的旅客，父母操作手机时，熊雪晴总会稍微弯腰用手臂护住孩子。

经过几个月的锻炼，熊雪晴练出了一双“火眼金睛”。一名旅客觉得扫码太麻烦，索性打开微信支付
码想蒙混过关，却被她一眼识破，“糊弄可不行，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工作内容并不复杂，做起来却不轻松。”熊雪晴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志愿服务采取三班制，早班5时
30分开始，需要靠意志力和被窝斗争，在清晨的寒风中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下午是客流高峰期，旅客蜂
拥而至，反复维持秩序同时还要防止产生摩擦，十分考验志愿者的耐心；夜晚最容易遇到“暴脾气”的旅
客，即使身体疲惫也要保持微笑。每当有人对熊雪晴说“谢谢”“你们辛苦了”，她又立即“满血复活”，热
情满满地投入到工作中。

从4月8日至今，熊雪晴每天准时报到，没有一天缺席。在她看来，最开心的事就是看着武汉火车站的
客流越来越多，这座城市正一天天变好。“我打算一直服务到学校复课，趁着现在有时间，为家乡多做点
事。”

天然气巡线员 刘源

在小区巡查用鼻子闻出漏气
刘源，武汉天然气公司汉口管线所后湖站巡线员。35岁的他，进公司工作已有10个年头。一套蓝

色工作服、一辆电瓶车、一个工具包，是他每天的标准配置。
当时钟的指针指向8时30分，刘源便开始了一天的巡查工作。
10月7日14时多，长江日报记者见到刘源时，他正用铁钩拉起金桥大道紫竹园小区内的一处天然气

井盖，然后对井室内的阀门、放散管等处，用检漏仪一一探查。
武汉天然气公司汉口管线所后湖站负责后湖、塔子湖片区100多个小区14万居民用气以及160多公

里的高中低压管网安全运行，刘源的工作主要是对巡检区域内所有燃气管线及燃气调压设施进行检查，
消除安全隐患。在紫竹园小区，刘源又走到一个调压箱边，打开调压箱门，仔细地对调压柜的进、出口压
力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记录在本子上。

一路上，刘源骑着电动车走走停停，巡检、查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十一长假期间，居民集中、燃气
问题多的老小区，刘源每天都要巡查2-3个，每天巡查管线30多公里。

从大街小巷到市井高楼，从地下阀井到社区管线，对刘源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样走街串巷的巡查，
不管阴晴雨雪，一年365天从不间断。

后湖片区工地较多，工地上只要有燃气管道，遇到施工，巡线的工作重心就侧重于施工现场巡查及
监护。“最怕就是管道被挖破导致漏气。”遇到晚上施工，刘源也要到现场盯着，一再向现场施工人员嘱咐
安全，不能出任何纰漏。

常年检测漏气，刘源已形成职业习惯，对气味比平常人敏感，有次在小区巡查时，他就靠鼻子闻出
了漏气并及时处理。“当然靠鼻子闻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准确的判断还是要靠仪器。”

当巡线员一晃10年了，刘源在思想上从不敢麻痹。他表示，干这一行，时间越久，内心就越谨慎。“巡
线必须要有责任心，因为这份工作关乎到千家万户的安全。”

统筹：马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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