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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命的诞生带走
医护人员脸上疲惫

本报记者在复旦大学附属
妇产科医院报道———

今天零时01分，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复旦大学附属妇产

科医院迎来今年第一个金猪宝宝。“肉嘟嘟，体重3230克，是个

可爱的女宝宝。 ”医护人员也跟着这对新爸爸妈妈兴奋起来，

毕竟忙碌了一天，新生命的诞生带走了医护人员脸上的疲惫。

大年三十晚上7点半， 正是很多家庭年夜饭开饭的时间。

记者赶到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红房子医院），正赶上厨

师长徐晓峰到手术室给医护人员送加餐。 清炒虾仁、 三鲜鱼

圆、红烧焖蹄，营养鸽子汤……这让刚下急诊手术的医护人员

直呼“感动”。徐晓峰已是第八年在医院值守除夕的班头。这一

整天，忙完全院160名住院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口粮后，傍晚时

分，他最后留下来给手术室医护人员做了些“小锅菜”。 “医护

人员真的很辛苦，要吃得好点。”徐晓峰放下菜，心满意足地走

了，母亲还在家等他一起吃年夜饭。

饭菜摆开， 又一个特别来宾风尘仆仆赶来———院长徐丛

剑提着一堆好吃的走进手术室。 这是他第六年在医院吃年夜

饭了。 十多个医护人员轮番换班吃饭，夹上一筷子菜，菜品简

单，心头满足。

时针划过晚上11点多，记者赶到产科，与妇科相比，这里

显得更加忙碌。 产科副主任医师郭方忙到下午两点才吃上午

饭。 这是她连续第二年在年三十值班了。

大年三十值守的医护人员基本都是24小时班， 从除夕上

午7点到春节上午7点。走出医院，这群可爱的医护人员就将迎

来己亥新春的第一天。

■本报记者 周渊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通讯员 王珏

小院子里贴心服务
年味浓人情味更浓

本报记者在梅陇镇永联村
吴介巷长者照护之家报道———

大红灯笼、喜庆对联高挂，闵行区梅陇镇永联村吴介巷长

者照护之家里，辞旧迎新的气氛洋溢开来。老人们正聚在一起

欣赏梅陇镇侨联艺术团带来的 “其乐融融” 迎春联欢慰问演

出。一旁的餐厅里暖意融融，老人们的年夜饭早已安排妥当，7

道冷菜、11 道热菜，加上点心和汤，丰盛而温馨。 席间，大家还

为金芳芹老人祝寿，老寿星端着蛋糕笑得合不拢嘴。

这是一顿有些特殊的年夜饭，老人们都是永联村的村民，

也是村里新建的长者照护之家的第一批住户。“住在这儿真是

灵得不得了！饭菜送到手里，每天都翻花样，不用洗碗洗衣服，

还有人每天关照我们吃药、量血压。 ”89 岁的黄阿婆拉着记者

连声说道。

95 岁的韩淑珍是长者照护之家年纪最大的老人。 此前她

曾住过两家养老院，子女们带她来这儿参观后，她迫不及待就

要求搬进来。 老人说：“都是老邻居，年味浓，人情味更浓！ ”

院长钱文才介绍，这里是梅陇镇率先试点的“不离乡土不

离亲人”养老新模式，由村里将民房回租，通过内部设施改造，

建成适宜养老的空间。 记者探访发现，长者照护之家占地 1000

多平方米，三层小楼共有 26间房间，老人们不仅有单独的卫生

间，浴室、食堂、阅览室也一应俱全。 硬件到位了，软件也没落

下。钱文才表示，这里的护理人员来自同康医院，提供 24 小时

服务，照料老人日常起居、用餐用药等。 老人的年度生活安排

表上，还有植树、赏花、中秋做月饼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长者照护之家开业不到两个月， 老人们已住出了感情。

“今年年夜饭，咱们就在这儿吃吧！ ”时间倒回十来天前，几位

老人正晒着太阳聊天，72 岁的“小阿妹”黄福宝建议道，在座

的老人们一拍即合。 不久，小院里就端出了这顿年味浓、人情

味更浓的年夜饭……

岗位上的年夜饭，只为守护你我的除夕夜
辞旧迎新之际，本报记者分赴一线，走近平凡普通的基层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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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海北”来相聚
吃出不一样的缘分

本报记者在上海理工大学
教师餐厅报道———

年夜饭，和家人一起吃叫团圆；和素昧平生的人一起吃，

那叫……不一样的缘分！大年三十傍晚，上海理工大学教师餐

厅灯火通明，五色彩带衬着火红的“福”字，两张圆台面上，十

余位寒假留校的大学生正和食堂大厨们一起包饺子。

“同学，一看你就是第一次包饺子，今天也算学门手艺。饺

子外形好不好看不重要， 关键是饺子皮要捏紧， 可不能露馅

啊。 ”大厨师傅手把手地教身边一位大男孩包饺子，一席话逗

得大家哈哈笑。

男生名叫刘小凯，今年研三，年前已在上海一家软件公司

找到了工作，妥妥留沪。“父母都在老家，过年期间他们也有事

情要忙，不想回家添麻烦。”刘小凯家在广东，来沪读大学的近

七年里，有四年年夜饭没回老家吃。“大三、大四、研一、研三。”

小伙几乎不用怎么回忆，脱口而出。“早一天自食其力，就能早

一天让老家的父母安心。 ”他把对家人的牵挂深埋在心里。

“在中国过年，一切都这么有趣。”大年夜在校园里和大伙

儿一起包饺子的，还有来自墨西哥的留学生、光学专业二年级

博士生杰奎琳。从包饺子到各种菜肴上桌，她不时掏出手机拍

照、发朋友圈。

偌大的食堂里，看着三桌子的人都能美美地吃上年夜饭，

食堂经理杨凯特别开心。在他眼前，饺子一碗碗上桌；身后，大

厨们还在把一份份菜肴装进饭盒打包。 “今天是大年夜，学校

里除了留校学生，还有后勤、保安等工作人员。他们的饭，我们

都管。”杨凯说，大年夜最高兴的事，莫过于为大家张罗一桌子

好菜，“哪怕只有一个人来吃，也要送上一份过年的温暖。 ”

从警以来一直没能好好陪家人过春节
本报记者在公安分局报道———

除夕夜，有这样一群人，在你看

不到的地方通宵执勤， 守护城市和

市民平安。而年夜饭，这群人想必都

要“缺席”的……

昨天上午 10 点，在单位值班备

勤的浦东公安分局特警支队所有队

员聚在一起，包了各式各样的饺子。

这是他们的年夜饭， 简简单单的一

碗饺子。虽然没能陪在家人身边，但

与这么多同事一起过节， 也是一种

温馨。 浦东分局特警支队一中队警

长袁征宇告诉记者，自己 11 年从警

生涯中，只陪家人吃过一次年夜饭。

“要谢谢家人的理解和支持。作为民

警，节假日加班加点很寻常，只能之

后再好好陪家人。 ”

下午 4 点多 ， 闵行区华坪路

派出所休息室的桌上放着五六道

菜 ， 除了正在接警 、 值守窗口的

民警外 ， 值班组一半民警围坐一

圈， 七八个人站着吃，这是他们习

惯的吃年夜饭方式。 与以往不同，

今天多了八名 “小飞机”———新来

的民警，这是他们从警以来第一次

大年夜执勤。 值班长胡晓赟已在所

里工作 20 年，也是他第 15 次在所

里吃年夜饭。 只见他举起装着饮料

的杯子说 ： “我要先扒几口 ， 把

坐窗口的换回来 ， 希望大家万事

如意 ， 新年快乐 ！ 吃饱了才有干

劲 ！ 尤其我们新来的兄弟们 ， 希

望你们快点成熟！” 10 分钟后， 所

有人都结束了这一餐 。 所内半数

警力都要下沉到社区 ， 同平安志

愿者一道开展步巡 。 新警闻一波对

搭档说道 ： “这样一顿饭 ， 也能让

我们感觉到年味。”

深夜 11 点 ，59 岁的长宁分局华

阳路派出所巡逻民警陈海龙正带着平

安志愿者在社区巡逻， 今年是他退休

前的最后一个春节执勤， 也是最后一

顿在岗年夜饭。说起年夜饭，这位老民

警心中满是愧疚。 1993 年从警以来，

他就没能好好陪家人过个完整的春节

假期。女儿不仅没有埋怨，反而对父亲

更加理解和崇拜， 大学一毕业就报考

了警校，也成了一名人民警察。女婿则

是宝山分局的民警。一家三位民警，逢

年过节，大家更加聚不到一起了。老陈

告诉记者：“今年我们家三人除夕夜都

上岗。我既要坚守好最后一班岗，又要

给孩子们做好榜样。 ”

趁航班间隙吃一顿
“见缝插针”的夜宵

本报记者在浦东机场报道———

“飞郑州的航班在哪里值机？”“这两个手提袋要托运吗？”

“打包柜台几点开？ ”……昨夜，浦东机场一号航站楼（T1）值

机大厅依然热闹， 在C岛集中办票区引导旅客的东航地服部

浦东机场旅客服务中心离港一部党支部书记裴卫东， 两分钟

不到就接待了近十位旅客问询， 大多是准备搭乘夜间航班返

乡过年的旅客。

今年春运， 为缓解旅客量激增与大型机场白天时刻受限

的矛盾，上海浦东、广州白云等全国十座重点机场试点开通凌

晨1点至6点的夜间国内航班。 浦东机场夜航每晚涉及20个国

内航班，基本都是往返飞行，预计每天起降38架次。

首次通宵运行客运航班也忙坏了浦东机场和航空公司的

工作人员。农历除夕夜，他们彻夜工作，而航班间隙一顿“见缝

插针”的夜宵也算是岗位上特有的年夜饭了———提神的咖啡、

润嗓子的各色饮料和充饥的饼干零食等。

为了保障夜航，裴卫东要从傍晚6点一直工作到大年初一

早上6点。 值班期间，他往返穿梭于一号航站楼A岛高端值机

区、C岛夜航公共值机区、 各登机口和中转办理柜台等处，以

便及时处理各项突发情况。戴着工作牌的他不时被旅客拦下，

指路、答疑。

夜航期间，人工值机柜台前一直有人在排队。 “最多时来

回排着四五层，一晚上都不见少。 ”C岛7号柜台工作人员徐晓

彤经历了两次春运，这是第一次上夜班，“夜里工作，只能见缝

插针起身去上洗手间，太困的时候就去休息室喝杯咖啡、吃点

东西，休息一下再继续。”整夜，13个值机柜台的工作人员反复

站起、坐下，为旅客办登机手续、托运行李、指引登机口。 直至

次日凌晨5点15分早航班值机开始，他们的忙碌才告一段落。

订单声每次响起都有快递员停箸出门
本报记者在叮咚买菜大华前置仓报道———

农历除夕傍晚6点，宋伟已连续

工作了10个小时。 他工作的地方是

一家菜场，却又不是菜场———270多

平方米的叮咚买菜门店， 蔬菜、水

果 、水产 、豆制品 、百货 、牛奶等近

3000种商品一应俱全， 但不开门售

卖，只作仓储配送之用，它有一个新

的专业名称，叫前置仓。宋伟的工作

就是在30分钟内把消费者订购的蔬

菜瓜果送上门。

昨天， 这个位于大华地区的前

置仓挂上了灯笼、贴上了对联，一派

喜气洋洋。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春节

期间生鲜电商都照常营业， 这意味

着配送员们大多守在岗位上。 宋伟

数了数， 他所在的仓内共有20多个

配送员，19个人将留守岗位。

年夜饭准备好了，前置仓里搭起

了简单的圆台面， 摆上很多熟食，还

有些家乡菜是值班人员带来的。 “年

夜饭的费用是公司支付的，今年得在

前置仓里和兄弟们一起吃了。 ”宋伟

说，即使如此，这顿年夜饭也是桌流

水席———手机里叮叮咚咚的订单声

不时响起。 每来一个订单，就意味着

有一名快递小哥要立刻出门送货。

去年春节，宋伟也值守在岗，今

年就有了些经验和准备。 他告诉记

者，春节期间会有不少应急配送，很多

用户烧菜时发现缺了点油盐酱醋，一

时半刻又找不到地方买， 便会求助线

上渠道。 去年腊月三十晚上8点40分，

他接了最后一单，用户只订了几根葱，

售价为0.6元，送到水韵华庭。 他起初

觉得是恶作剧，后来想想，一定是用户

急着用而买不到。 当他冒着寒风送货

上门时，阿姨拉着他的手连声道谢。

今年春节， 宋伟将从腊月廿九一

直值守到正月初七。 这是他来上海的

第二年， 也是第二次不回家过年。 他

说：“我很喜欢上海这座城市， 愿意守

护着除夕夜， 让大家都能团团圆圆吃

上年夜饭。 ”

随车行李员21年默默守护“无声旅客”

本报记者在Z100次沪港列车报道———

开饭啦！

农历除夕晚上八点 ， Z100次

沪港列车在万里铁道线上飞驰， 餐

车车厢一派热闹团圆场景。 忙完旅

客的晚餐， 终于轮到乘务人员自己

吃年夜饭了 。 松鼠鲈鱼 、 椒盐排

条、 牙签牛肉、 粉蒸鸡块、 雪菜墨

鱼、 香菇面筋、 青椒炒肉片、 鱼香

肉丝、 八宝饭……还有人从家里带

来五彩虾仁、 塔菜冬笋、 酒酿圆子

等热菜点心。 随车行李员杨斌也和

大家一起吃起了年夜饭。

“这个鲈鱼是我们餐车师傅的

拿手菜， 餐车点餐的旅客几乎桌桌

必点 。” 杨斌说 ， “这么多年了 ，

这道菜还是熟悉的味道。”

沪港列车已开行了21个年头 ，

杨斌从1997年首趟列车开行起， 在

行李员岗位上工作了21年 。 跟其

他乘务人员不同的是 ， 他服务的

“旅客” 永远都是寂寂无声的。 因

为他面对的是一车厢的行李和包

裹 ， 任务就是保障行李包裹安全

运抵目的地。

为了照顾好这些 “不会说话的

旅客”， 杨斌也有自己的经验： 坚固

包装的 “大个子” 行李， 要放在下

方； 容易滚动的行李， 要找个合适

的地方固定好 ； 易碎的 “重点行

李”， 要保证不受挤压。 杨斌总结了

一句顺口溜： 重不压轻， 大不压小，

方不压圆， 对码整齐。

列车开行后， 每隔一小时杨斌还

会巡逻一次，并到固定的地方“打卡”

记录。“车子在开行过程中不确定因素

很多。如果遭遇紧急刹车，行李容易翻

落，所以必须时刻关注。 ”

对行李员来说，这些还不是最考

验人的，因为寂寞才是他们必须克服

的最大难题。 每趟车来回40多小时 ，

只有两名行李员搭班 ， 八小时换一

次岗 。 特别是夜班 ，夜深人静的时候

很孤独 。对此 ，杨斌笑着说 ：“当班的

时候不能看手机 。 不过 ，我会抽空看

一些专业书籍，这样就感觉时间过得

快了。 ”

农历除夕，是一家人聚在
一起吃年夜饭的日子。在中国
传统民俗中，它寓意着阖家团

圆，饱含着一年的收获和对新年的憧憬。

城市华灯初上，霓虹璀璨。除夕夜，你可知
道，还有很多人难以和家人团聚。 他们必须放
弃休息，在工作岗位上吃年夜饭。 他们可能是
守护城市安全的警察，可能是为家人团聚提供
服务的机场地勤或列车行李员，可能是为千家
万户上门送菜的快递小哥，也可能是长者照护
之家的员工。

辞旧迎新之际，本报记者兵分多路奔赴一
线，走近这些平凡普通的基层劳动者，正是他
们守护着这座城市的精彩与美好。

编者按

■本报记者 何易

①昨晚8点，静安交警蒋黎春（左二）在位于延安

中路富民路的交警执勤岗亭里和同事们一起吃年夜

饭。 这是蒋黎春连续第六年在岗亭里吃年夜饭，饭后

他将继续上岗。 本报记者 何易摄
②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厨师长、 院长和医护

人员的年夜饭全家福， 摄于妇科手术室外狭小的休息

室。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摄
③上海理工大学教师餐厅里，留校学生和食堂大

厨们一起包饺子、吃年夜饭。 本报记者 樊丽萍摄
④Z100次沪港列车上，忙完旅客的晚餐，乘务人

员在餐车车厢一起吃年夜饭。 本报记者 张晓鸣摄

梅陇镇永联村吴介巷长者照护之家的护工陪伴老人过

新年。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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