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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新春佳节，家家户户都开始忙着团聚，处处洋溢着幸福和欢乐。在这个时
候，总有一些人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甚至过年都不能和家人团圆，他们有人民警
察、医护人员、电力人员、交通运输保障人员、气象监测者、草原守护者……他们

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声音：“我坚守岗位，就是为了大家平安过节。”
大年初一，记者走近那些依然坚守在岗位上的人们，看到他们为了让人

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健康安全的新春佳节，奋战一线，排忧解难，坚守
岗位，守护万家，默默奉献，保障平安……正是有了他们的无私坚守，这个幸
福年才更加舒心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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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坚守，叫不忘初心

2 月 1 日，清晨的沱沱河寒风凛冽，气温

在 零 下 25 摄 氏 度 以 下 ， 李 承 昊 必 须 在 早 上

6：30 就离开温暖的被窝，裹紧棉衣，进行探

空气球充气、探空仪调试准备、雷达调试等

一系列工作，然后迎着寒风将气球在 7：15 准

时放出。

这是我国海拔最高的探空气象站——位于

唐古拉山，海拔 4533.1 米。今年春节是李承昊

进入工作岗位后的第一个春节，也是他第一次

没有回家过年，他说：“因为选择了这份工作，所

以很清楚，每天关注天气变化，记录冷暖阴晴，

为气象服务提供宝贵的观测数据，这就是我们

工作的意义和责任。”

气象观测工作 365 天不能中断，所以春节

期间和平时工作并无二致。这个春节，李承昊

和留站值班的 7 位同事一起坚守岗位，“这样的

工作早晚各一次，365 天从不停歇，所以我们必

须要坚守在这里。”李承昊说。

在这个本该是千家万户阖家团圆的时候，

由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玛多县

公安局和当地生态管护员共二十余人组成的生

态执法巡护队对“两湖一碑”地区开展常态化巡

逻工作。

“防止非法捕捞、保护野生动物等工作可没

有‘节假日’，责任重大少不了联合巡护。”随行

的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资源环境

执法局局长曲洋才让告诉记者。

行车过程中路途坎坷，扎破了公安干警的

轮胎，几名警察行动迅速，卸胎，起重，换胎，一

气呵成。

作为随行管护队伍中的一员，玛多县扎陵

湖乡的牧民次成多，于 2018 年正式成为了三江

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一名生态管护员，他从

那时开始巡护脚下这片世代生活的土地。

“感谢党的好政策，让我能够参与到生态环

境保护中，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次成多说。

大年初一，正当许多人准备出门给亲朋好

友拜年之时，在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德令哈工务

段调度指挥中心工作的王郁昌和家人们进行了

短暂视频连线后，便开启了工作模式。

“虽然春节留守，心中有很多牵挂，可我们

留下来，为的是家家户户美好的团聚，儿子的一

声‘爸爸’就能带给我无限动力。”王郁昌说。

在调度指挥中心，王郁昌所在的岗位是现

场作业监控，在他的办公桌上，三台显示屏整齐

地排成一排，画面中，可以看到各个岗位上的铁

路人正在忙碌着。

“我主要负责现场标准化作业监控、站场视

频监控等工作，在做好全程记录的同时，如有发

现作业人员有不当操作时，会第一时间打电话

通知进行调整，为的是确保作业人员人身安全

及行车安全。”王郁昌指着监控画面说。

佳节本是团圆时，在江源大地却有许许多

多的工作者坚守在岗位上，迎接着“别样”新春。

有一种坚守，叫守护平安

2 月 1 日上午，大年初一，海东市平安区公

安局督察大队副大队长李若琪早早就开始在各

个值班室进行督导。

从 2013 年至今，每逢春节，他都是在值班

工作中度过的。“因为工作需要，我已经有很多

年没有回家过年了，我的父母也都是从事警察

的职业，了解我们的工作性质。”虽然话语中透

着几分轻松，但李若琪的思念之情却无法掩饰：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工作永远排在家庭之前，

我相信我的小家也会理解我，支持我，而我心里

也在无数次地对父母和妻儿说着，谢谢你们，我

很想你们。”

“我这几天的工作内容就是督导每一个值

班巡逻民辅警的警容风纪，去各个派出所、春运

点、值班室查看人员到位情况、着装情况、执法

是否到位和值班工作开展情况等。”谈起工作，

李若琪马上严肃了起来：“我们的工作必须要严

谨，千万不能打马虎眼，这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平

安。”

同样，在西宁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指挥

长王鑫和接警员们坚守在 110 指挥中心一线，

为辖区居民守护平安，让辖区居民过上祥和的

春节。

今年 36 岁的指挥长王鑫已从警 12 年，自从

警以来每个春节她都会坚守在岗位上。她说：

“虽然想起其他人都在家团圆，热热闹闹，不免

心酸，但能用自己的坚守，守护城市的安宁也是

值得的。”

王鑫早已不记得自己在这个指挥中心接打

过多少电话，她说：“接警员的工作看似简单，但

责任很重，必须要具备很强的业务能力和应变

能力。因为每一分钟，都可能有重要报警电话

打进来，换班的同事要提前做好交接班，确保每

一个电话正常接入和安排警力出警。尤其是面

对一些特殊警情，更需要沉着冷静，讲究沟通的

技巧和方法。”

110 指挥中心直接联系着一线警力和千家

万户，接警、记录、调度、反馈……接警员在听筒

与键盘之间努力架设起城市安全、人民安宁的

“防护网”。

早上 8：30，记者走进青藏集团有限公司

西宁站客运车间，看到二班值班站长王文琪和

平时一样准时出现在岗位上，例行询问、交接

开启新一轮的工作。作为客运值班站长，王文

琪需要做到巨细无遗，巡视旅客精神状态是否

良好，售票厅、安检处的设备有没有正常运

行，站台上的安全设备是否一切正常。

今天西宁站的客流量相对减少，但王文琪

一点也不敢放松，随时听着对讲机里的呼叫，第

一时间出现解决问题，仔细检查车站的角角落

落，排除隐患，用坚守岗位的使命感守护更多人

家的团圆，让广大旅客能够平安回家，谈起新春

期望，他说：“‘平安春运,有序春运,温馨春运’,
让旅客体验更美好,是我们客运人想要带给每

一位旅客的目标,我们要不断地提升服务质量，

才让更多的人更加舒服地踏上回家的路，我们

都在为这个目标而不断努力着,能让广大旅客

有更多安全感和幸福感。”

大年初一，程文栋像往常一样，8：30 之前就

匆匆上岗了。今年 46 岁的程文栋是青海省人

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同时也是呼吸与危

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医师，从医 23 年，春节坚守

对他来说已是家常便饭。

虽然是春节假期，但程文栋反而比平时更

紧张。“发热门诊是疫情防控的‘最前哨’‘桥头

堡’。春节期间，人员流动性加大，我们更不能

有丝毫松懈。”话音刚落，他便开始与除夕夜的

值班医生交接工作。

一边是春节值守的发热门诊，一边是 24 小

时不打烊的核酸采集点。虽然是大年初一，但

前来做核酸的人络绎不绝。记者在省人民医院

的核酸采样点看到，6 间采样室同时开放，提供

24小时检测服务，实现随到随检。

“正值春节，核酸检测需求量增加，我们医

院每天的检测量达到 2000 人次左右。好在检

测的便利程度不断提高，为‘应检尽检，愿检尽

检’人员带来更快捷的服务。”刚交接完工作的

程文栋，便马不停蹄地直奔核酸采样点查看工

作。

清晨户外的温度偏低，程文栋打了个寒颤，

他说：“为了保障大家过一个平安年，核酸检测

医护人员和外勤人员 24 小时不停歇，每个人都

默默践行着作为一名白衣天使的初心和使命，

为平安春节保驾护航。”

有一种坚守，叫奋战一线

在海拔近 3000 米的塔拉滩上，青豫±800 千

伏特高压工程青南换流站内，坚守岗位的换流

站电网员工，在全力做好春节保供电。

大年初一，早上 8时 30分，特高压青南换流

站副站长鞠高峰换上工作服，戴上安全帽，走入

换流站，映入眼帘的是整齐划一的各种换流站

机器，耳边是各种机器发来的工作的声音，鞠高

峰有条不紊地拿出各种检测仪器，开始工作着，

脸上表情认真严肃。

鞠高峰说：“特高压青南换流站是青海电网

的枢纽站，它关系着整个青海电网的安全稳定

运行。春节期间，做好换流站的值守工作，能有

效保障青海新能源稳定外送、消纳，为河南地区

春节期间可靠供电提供有力支撑。”

“我们这里没有春节，没有家庭聚餐，没有

团圆拜年，有的只是坚守、坚守、再坚守的信念，

因为这里是保证万家灯火的基础。”说起春节坚

守一线的感想，鞠高峰一边熟练地操作着手中

的检测器械，一边不假思索地说。

紧张、忙碌、坚守，这就是在塔拉滩上的国

家电网工作人员别样的春节生活，全身心地投

入到青豫直流青南换流站每一处。

远在二百公里外的国网西宁供电公司供电

服务部值班室内，办公室内灯火通明，大屏上实

时滚动显示着各项数据信息。

“儿子在部队任职，因为工作原因，我们聚

少离多，这次好不容易盼到儿子回家过年，可自

己又回不去。”国网西宁供电公司供电服务部抢

修班班长陈钧告诉记者，春节保电任务艰巨，万

一有抢修任务自己还得冲上前，必须舍小家才

能保大家，儿子一定会理解。

陈钧全神贯注地盯着电脑屏幕，对电网运

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控，一旦发生故障，他将随时

进行抢修。他告诉记者，春节值班，对于他来说

已是常态，在他的心里，和平常的日子没有什么

不同，就是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不敢有丝毫的懈

怠。

除夕夜的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气温低

至零下 20℃，有一群人，头戴安全帽，身穿红色

马甲，携带各种工具设备，穿行在祁连县的大街

小巷、乡村牧区。

从除夕到初一，国网祁连县供电公司累计

安排 46 人、16 辆车，通过红外测温、负荷测量、

夜巡等方式，针对重点线路及重要负荷和震后

区域线路设备的特巡工作。

“为进一步做好 2022 年春节期间安全可靠

供电，突出稳字保供电，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大

检查和做好今冬明春保供电及草原森林火灾防

控工作的要求，国网青海电力三江源 （祁连）

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奔走于各工作现场，全面

保障政府、医院、供暖公司、居民小区等重要

负荷的可靠供电，同时通过集中巡视和监测对

重点线路设备开展特巡，有力保障了祁连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确保了春节期间全县人民安全

可靠用电！”国网祁连县供电公司经理唐伟告

诉记者。

“爸妈，给你们拜年了，响应就地过年的

倡导，留在单位值班，又不能陪你们过春节

了，不过你们放心，我和单位 40 多名值班人员

一起过年，不孤单。”

“没事!我们都挺好，不用挂念，在外把自己

照顾好，把工作干好。”

2 月 1 日早上，国网黄化供电公司输电运检

室的年轻人刘金龙给远在辽宁的父母进行视频

通话，这是他春节坚守岗位的第 3个年头。

之后刘金龙便与同事郑启、张海平开始了

今日的保电特巡工作。他们来到 110 千吉丹 II
回输电线路 051#杆塔现场，像往常一样，分配

好工作任务，做好安全措施，便熟练地拿出望远

镜、红外测温仪、无人机等工具，对输电线路的

各处运行情况进行检查。“B 相耐张线夹 4.5°C，

正常。”刘金龙测量完说道，郑启随即将结果登

记到巡视记录上。

“国网黄化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负责黄南

地区及海东 2 县的输电通道运维保障任务，保

障辖区内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让老百姓度过

快乐祥和的春节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

我们的使命，我们每天都要对辖区内 26 处重

要输电线路通道进行巡视，时刻监测并掌握输

电线路的运行情况。”张海平对记者说。

这些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一线人员有的

坚守在调度室里，有的穿梭在杆塔之间，有的辗

转在茫茫巡线路上……他们心底正为守护着万

家灯火而感到无比自豪。

（本报记者 王菲菲执笔；倪晓颖 罗珺 尹
耀增 程宦宁 董洁 郭靓 徐浩元 张洪旭 洪玉
杰 姚斌 石成砚 通讯员 崔桂兴 杨春丽参与）

坚守坚守，，是他们迎接新春的最美方式是他们迎接新春的最美方式

西宁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一如往常。 本报记者 倪晓颖 摄

沱沱河气象站工作人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青海省沱沱河气象站提供

西宁站工作人员为旅客解惑答疑。

本报记者 王菲菲 摄

平安区公安局民警坚守职责。 本报记者 罗珺 摄

省人民医院核酸采样点医护人员坚守岗位。 省人民医院供图

国网青海电力共产党员服务队坚守在万家灯火之后。
通讯员 李佳伟 崔桂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