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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文图

2月 14日正月初三，北京
市丰台区万丰路处处洋溢着节
日气息，几乎每家门店两侧都
悬挂着红彤彤的彩灯、中国结，
沿街门店在橱窗上贴满了窗
花、春联。记者注意到，已经有
商铺陆续开始营业。

“新年好！我们是属地执

法队，过来检查一下
疫情防控情况。”这
天上午，记者跟随北
京市丰台区卢沟桥
乡综合行政执法队
走进辖区万丰路附
近的一家涮肉店。
结合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常态化和在京
过年的新特点，今年
北京市城管执法部
门在春节期间继续抓
好商场超市、餐馆食
堂、商务楼宇“三类场

所”疫情防控检查执法工作。
记者注意到，每次进店检

查前，执法人员会打开手机健
康宝进行本人信息扫码登记，
将扫码结果出示给门店工作人
员后方进店检查。“作为执法人
员，我们来检查也要严格遵守
疫情防控规定，起到带头模范
作用。”执法人员解释说。

“通过这次检查发现了两

个问题，一是没有对进入店内
的顾客进行测温，二是没有根
据相关规定摘下门帘，保障店
内空气流通。”北京市丰台区卢
沟桥乡综合行政执法队队员曹
旭将检查情况告知该店内工作
人员，并记录到相关台账。

据了解，春节期间，北京市
城管执法部门紧盯防疫关键环
节，将疫情防控与燃气安全执
法有机结合，共查处各类违法
行为860起，发现并消除疫情防
控问题隐患470起。

这样的巡查工作并不轻
松，记者注意到，在万丰路小吃
城附近，仅一楼临街的餐饮企
业就将近40家。“生意兴隆！”

“新春快乐！”……尽管辛苦，每
检查完一家商铺，执法人员都
会向工作人员送去新年祝福。

在巡查完万丰路的餐饮门
店后，执法人员又继续前往下
一个巡查点。“红莲市场、太平
桥西路、益泽路、菜户营桥下，

可能存在占道经营、摆摊设点
等违法行为，这些都是我们的
重点巡查管控区域”……巡查
路上，关于重点地段容易出现
的问题，曹旭了如指掌。

执法车开到茶源街附近，
“这里是两个辖区交接地带，又
靠近大型商场，以前出现过无
证商贩占道经营的现象，阻碍
了正常交通。后来我们对这里
开展了专项执法行动，为防止违
法行为反弹，在这里设置了‘打
卡签到点’，每日重点时段进行
巡查签到，加强管理。”曹旭向记
者介绍说。记者看到，如今街面
秩序井然，巡查完毕后，曹旭拿
出手机，拍照“打卡”。

曹旭告诉记者，执法队所
负责的辖区近50平方公里，面
积相当于整个北京市西城区，
另外辖区东西延伸呈狭长型也
增加了巡查难度，记者跟随执
法队围绕辖区开车巡查一次下
来用了1个多小时。

“有时候刚接到群众举报可
能是在菜户营桥，下一个举报可
能就得去20公里外的园博园地
铁站了。”由于巡查路上时间长，
怕上厕所耽误检查工作，曹旭和
执法人员们都养成了出门不喝
水，回到队里就猛喝水的习惯。

谈起工作头头是道的曹旭，
并不是“老城管人”。1996年出
生的他，是卢沟桥乡综合行政执
法队中最年轻的一名执法人
员。虽然坐车回家仅需1个小
时，但整个春节，曹旭都和队里
的同事们一起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这也是曹旭自己成为城管
执法人员以来第一次在队里过
春节。

据介绍，节日期间丰台区
城管执法系统全员24小时在岗
在位，按照包片区域重点督导
检查“三类场所”疫情防控、排
查燃气安全、保障街面秩序等，
确保辖区居民过一个平安舒心
祥和的春节假期。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阿嫱文图

身材纤瘦、声音略带沙哑、
目光坚定有神，在车站中总能看
到她忙碌的身影。春节前夕，中
国城市报记者在北京南站见到
了京港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高
级站长史婧。

“和上周相比，本周南站的
进出站客流量有所增长。但由
于受留京就地过年影响，南站客
流量相比去年同期还是有所下
降。”史婧告诉记者，京港地铁北

京南站是连接铁路枢
纽的重点车站，进出
京乘客是车站客流的
重要组成部分。今年
很多乘客选择在京过
年，预计与新冠肺炎
疫情前历年相比，春
运期间北京南站的

客流量将有所下降。
不过，春节就地过年，人们

选择乘地铁在北京游玩的频率
反而更高了。

史婧说，预计2021春节假
期期间，京港地铁所辖各线的客
运总量将达到336.7万人次，这
与2020年春节的客运总量相
比，将有较大的增幅。

2009年，史婧加入京港地
铁，曾在北宫门站、宣武门站、北
京南站工作。入行以来，她就做
好了告别所有的节假日的准
备。她总说：“我们的坚守，就是
市民出行最大的保障。”

这个春节，史婧还是会和同

事们在车站值守。
虽然现在的客流相比疫情

前大幅下降，但地铁北京南站依
然是一座重要枢纽车站。早在
春运前，史婧就与车站同事共同
制定了春运保障方案。比如在
售票机及闸机处增派工作人员，
方便乘客快速购票、进站。如果
春节期间出现特殊天气、高铁北
京南站有延误或者是乘客集中
到达的情况，史婧和同事也会立
即联系高铁北京南站沟通晚点
情况，做好车站客运组织，必要
时视情况延长运营时间。

针对乘客在京过年的情况，
京港地铁4号线大兴线在保持
原有大运力不降低的情况下，计
划2月10日（腊月二十九）、2月
16 日（初五）及 2 月 17 日（初
六），在正线都备车1列，以便随
时根据实际客流加开临客，保障
乘客顺畅出行。

面对持续了一年多的疫情，
史婧和同事们更是做好了充足
的准备，通风、消毒、测温、设置
隔离区、佩戴口罩等多项防疫措
施并举，自动售票设备、闸机、公
共卫生间等乘客经常接触到的
重点部位更是每一小时消毒一
次，全面保证乘客出行环境安全。

由于北京南站地理位置特
殊，再加上正值春运，即使轮班
休息，也要随时待命。

“几乎每年都在这里过年。
我们是倒班制，赶上哪天是哪
天。”史婧说，每年春运的保障时

期，员工都坚守在一线，几乎从
没人提出要去休假。

虽然外地同事过年时不能
陪伴家人，但赶在一个班上时大
家会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这让
她觉得很开心。因为平常和同
事相处时间比家人还长，胜似家
人。春运结束后，员工可以再申
请休假，错峰探亲。

史婧和她的同事们守护着
乘客，乘客也在温暖着这些可爱
的地铁人。

她说，去年疫情刚开始暴发
时，有一次，一名老年女性乘客
主动上前掏出一包口罩递给在
站厅值岗的工作人员。老人说：

“孩子，这个时候还是注意点儿
吧！一定要做好防护！”这份来

自陌生人的关心让整座车站的
每位员工都十分感动。

与史婧一样，她的丈夫也是
京港地铁员工。因为同是地铁
人，聚少离多，但彼此之间也会
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这个
春节，他们两人都在地铁值守。

留京过年，是特殊时期的应
急之举。史婧说，希望乘客在乘
坐地铁时也能感受新年的气氛
和家乡的温暖。

对于新年的愿望，史婧表
示，今年是疫情下的第二个春节
了，她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大家
都能平平安安；同时也期待疫情
结束后，北京南站恢复以往人来
人往的场景，大家能幸福相聚，
开心出行。

城管不打烊 春节来巡查

越是节假日 加油站越忙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都说环卫工人是“城市美容
师”，近几年，随着垃圾分类工作
纵深发展，垃圾分拣员成为了环
卫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垃圾分类不合格，是无
法被收运走的。因此，垃圾分拣
员成了社区垃圾分类最后的“守
门员”，负责将未分类完全的垃圾

重新分拣后分
类投放。

今年春节，
留京过年人数
倍增，垃圾数
量与平时并无
较大差异。为
了保证垃圾日
产日清，让大

家过个干净整洁的春节，北京
万顺智能环保科技十八里店项
目部垃圾分拣员像往常一样，
每日工作7个小时，春节7天假
期未曾休息一天。

今年是祝宝树成为垃圾分
拣员的第四年。作为分拣员，
祝宝树负责对没有正确投放垃
圾的居民进行知识普及，并对
桶内的垃圾袋破袋分拣。另

外，他还会对厨余垃圾桶的外
观进行清洁擦拭，四类桶的标
识如果有破损还要进行更新，
保持垃圾桶区域的干净整洁。

2月18日正月初七，祝宝树
告诉记者：“刚开始当分拣员时，
要把社区内所有的垃圾桶都翻
一遍，用双手打开每个塑料袋重
新进行垃圾分类后再投放。有
时候稍不注意，碎玻璃和烤串的
竹签很容易划伤手指。”

“厨余垃圾的气味难以忍
受，夏天的时候更严重，戴着口
罩都能闻到刺鼻的味道。有些
居民怕桶盖有细菌不愿意打开
垃圾桶，街道就为居民安装上
手动拉环，分拣员每天两次对
桶进行擦洗，保持垃圾桶洁
净。”祝宝树说。

祝宝树的老家在河北衡
水，回家的距离并不是很远，坐
高铁仅需两个多小时。但今年
春节，祝宝树和众多的打工人
一样，没能回家和家人团聚。
除夕夜，家人围坐在桌前，和祝
宝树视频跨年，虽然没有在一
起，他的心里却是暖暖的。

祝宝树笑着说：“与垃圾为
‘伴’，条件是艰苦了点，但是大
家职务不同、分工不同，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难处，还是要想办法
克服。我从老家到北京来，就是
希望能够过年回家脸上能有光
彩，能为城市作出自己的贡献。”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社区是
重点区域。自去年北京5月1日
实行垃圾分类后，梁翠琴也加入了
垃圾分拣员的队伍。如今，梁翠

琴能够熟练地运用长臂金属镊
子，在厨余垃圾桶内仔细检查后，
轻松找出一块被揉皱的纸巾，放
进旁边的“其他垃圾”桶内。

“我们会定期开展垃圾分
类知识宣传活动，提高居民垃
圾分类的知晓度。现在越来越
多的人积极主动进行垃圾分
类，志愿者队伍也壮大了，我们
都特别高兴，垃圾分拣工作难
度也会减少许多。”梁翠琴说。

梁翠琴是山西人，今年儿
子就要高考了，因疫情，她也没
能回家。梁翠琴独自在北京过
了一个难忘的年。她表示：“大
家都留在北京过年，现在科技都
发达了，一通电话、一个视频就
可以传达感情。响应国家的政
策，等疫情不严重了咱再回家！”

值守地铁站 无人去休假

与垃圾为“伴” 一线保清洁

■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守护好老百姓的生命财产
安全是广大消防指战员的使命，
这种使命感在春节期间尤为突
出，压力也更加直接、责任更加
重大。

2月11日下午5点半，黄村
消防救援站负责前置备勤的18
名指战员整装待发，分为3组，
负责辖区内街面的动态执勤。
春节期间，大兴区消防救援支
队共有13个消防救援站、565
名消防指战员、79部消防车严
阵以待。

除夕夜历年来都是消防指
战员们最紧张的时刻。当晚，
黄村消防救援站内，备勤的指

战员均“战袍”披身，绷紧弦、拉
满弓、铆足劲，随时准备出警。

一旦遇到火情，时间就是
生命。一位消防指战员介绍：

“队里要求白天45秒出警，晚上
一分钟出警。这不仅是基本要
求，更是钢铁纪律。”

“这是我在队里过的第15
个春节，都习惯了。”一身戎装
的消防指战员王龙和战友围坐
在一起，他的父母、妻子和1岁
多的孩子都在山西老家.

“刚和家人视频过，儿子看
到我可亲了，还学会了敬礼
……”一提到孩子，王龙的眼睛
里泛起了光。

作为队里的“老指战员”，35
岁的王龙对“消防指战员如何过

除夕”这个问题最有发言权。“烟
花爆竹没有禁放之前，我们的车
一出去就是一整晚。最近几年，
除夕夜的火警明显少了很多，但
我们的备防等级一直没变，一级
战备要求我们24小时备防，必
须随时准备出警。虽然今年大
兴区全区禁放烟花爆竹，但是因
为疫情原因，很多人选择就地过
年，压力还是有的。我们希望大
家都平安过年，不出警是最好
的，因为每次出警，就代表有群
众需要我们帮助。”

和王龙的“都习惯了”有点
不同，23岁的刘超瑜有点兴奋，
这是他成为正式消防指战员后
第一次在队里备战除夕。此
前，他在通州区当了两年兵。“当

兵和当消防指战员有很大不同，
当兵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当消防指战员是‘养兵千日，用
兵也千日’。”从2月11日凌晨到
晚上9点，他已经出了四趟警。

除了在消防站备防的指战
员，还有一部分队员来到街面巡
逻。黄村消防救援站站长于厅
厅带领5名消防指战员在国家
新媒体产业基地附近执勤，负责
周边约10平方公里的区域。

“我们下午5点半吃完饺子
就出发了，估计要凌晨2点以后
才能归队。”于厅厅是一名15年
的“老兵”，他告诉记者，“巡逻
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居民在路
边烧纸会全程‘看护’，不让意
外发生。为人民守岁保平安，

就是我们的除夕。”
15年没和家人一起过年，

于厅厅心中很是愧疚。“和媳妇
视频，她带着俩孩子看春晚，家
里热闹气氛少了点，觉得这么多
年有点亏欠家人。”于厅厅说。

单光锋和王震是于厅厅执
勤车组里的新消防指战员。“当
消防指战员之前我们就知道和
家人团聚的时间少，职业特性
就是这样，家里人也都很理
解。”单光锋说。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消防
“守岁人”恪尽职守、枕戈待
旦。“没有关系，守护好‘大家’
的平安，才能保护自己的‘小
家’。”说完，这群消防指战员们
继续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

火灾虽减少 压力依然大

近日，京港地铁4号线北京南站高级站长史婧正在站台
为乘客提供引导服务。

2月14日，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综
合行政执法队对辖区内餐饮单位进行防控
防疫检查。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文图

“您好！欢迎光临。”“请问
加几号油？”“您往这边来点，麻
烦熄火打开油箱盖。”这是一位
加油站员工的基本服务用语。

2月16日正月初五，北京
气温偏低，北京市西便门加油
站由于周边相对空旷且处于风
口位置，在寒风吹袭下，记者冻
得不断搓手跺脚。但对这里的
加油员来说，户外长时间作业
是常态。西便门加油站站长杜
岩告诉记者：“由于西便门加油
站地处西城区核心区域，每年出
油量高居榜首，不仅是春节，平
时来这加油的车辆也非常多。”

“干这行需练就十八般武
艺。”有加油员这么说，“眼要观
六路，指挥车辆进出停摆、盯好
各车加油时间；耳要听八方，顾
客提出服务需求、油机发出满

油信号。此外，说话音量还要
高低转换自如。”

杜岩解释：“有时候顾客加
油没开窗户，声音小听不到，只
能大声；有的顾客摇开了窗户，
声音太大就有可能被质疑服务
态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嘈
杂环境里让声音收放自如并不
容易，加油员们需要不断自我严
格要求，才能为顾客提供听得清
楚、听得舒服的加油服务音。”

留京过年对老家在外地的
杜岩来说并不是第一次了。“我
已经18年没回过老家齐齐哈尔
过年了。”杜岩告诉记者，“没想到
时间过得这么快，又是一年新春
日，都快忘记老家的那条街、那
座房啥样了……”她似乎想笑笑
活跃气氛，一开口却突然哽咽。

从毕业进入加油站工作以
来，杜岩早已以站为家。“越到
春节，工作越繁忙；越到春节，

也更想老家的亲人。”杜岩说，
正因为此，有时她甚至害怕过
节，因为每到此时，远方的亲戚
就会问她，“岩儿，今年回来
吗？我们都很想你。”

实际上，西便门加油站每
名工作人员都是逢年必忙。杜
岩告诉记者：“加油站有一名员
工叫王昌松，他的父母在老家
贵州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二
人在网上聊了一个多月，很投
缘，但今年春节没能回老家和
姑娘相见。节后，我一定要帮
他申请回老家的机会，争取早
日把这门好事定下来。”

除夕至今，除了加油站日
常工作，工作人员还会通过分
享彼此的故事感受家的温暖和
快乐，公司各级领导的慰问也
让他们备受鼓励。“顾客有时也
会突然带给我们感动。”杜岩回
忆，除夕晚上10点，一位40多

岁的男子加完油时冒出一句：
“大过年的你们还在工作，真是
辛苦了，祝你们新年快乐！”言
罢，他从后备箱拿出一盒苹果，
坚持要大家收下。

这个举动让加油站员工们

心里暖暖的，一天下来风吹日
晒后的疲累似乎随之消散。“顾
客的东西我们当然不能收，但
顾客的心意我们会一直记住。”
杜岩说，“因为这是我们新年收
到的最好礼物。”

北京市西便门加油站站长杜岩（前）与同事在春节期间坚守工
作岗位。

北京万顺智能环保科技十八里店项目部垃圾

分拣员祝宝树正在进行垃圾分拣。万顺智能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十八里店项目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