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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文图

清秀的面容、清爽的着装、亲
和的气质，这是记者于2月14日
农历正月初三见到徐丽时的第一
印象。徐丽是北京交通大学运输
学院2019级本科生辅导员，有学
生向记者形容她就像“大姐姐一
样”，能将温暖和贴心的帮助及

时送至同学们的心坎里。
今年，北京交通大学有800

多名学生选择留京过年，其中，
有12名为运输学院学生。

这12名来自不同地方的“大
孩子”性格各异、喜好不同，要同
时满足他们就地过年的各方面
需求并非易事。早在学校放假
以前，徐丽就开始着手准备，一

方面积极与学生们建立联系，摸
查情况；另一方面制订措施，通
过线上交流、线下巡查等方式，
随时掌握留校学生动态，了解留
校学生需求。此外，徐丽每天要
完成留校学生的当日健康打卡
和全院1468名学生的防疫数据
统计。

由于徐丽平时就有很好的
人缘，过年留校的学生们亦很
自然地把她当成姐姐。“我负责
的这批同学中有不少来自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他们来到遥远
的北京读书，远离熟悉的环境
和温馨的家庭。我应该像亲人
一样，多关心他们、照顾他们。”
徐丽说，她把学生们当成了自
己的家人，节前就精心策划、组
织了面向学院寒假留校学生的
慰问活动，让大家异乡过年也
温暖。

徐丽对记者介绍说，留校学
生的年龄普遍在二十岁上下，饮
食起居自然不是什么大问题，需
要注意的主要是他们的心态和
心情。由于留校学生总体人数
不算太多，再加上开学时间推
迟，一些学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情绪低落、消极敏感等问题。因
此，及时疏导学生情绪、守护学
生心理安全就成了徐丽最关注
的环节之一。

刚留校那几天，2019级女
学生赵悦彤状态还不错。但随
着她得知开学时间推迟，同学们
没那么快返校后，心态有所波
动。徐丽见状便开始频频与她
交谈，并主动邀请赵悦彤去自己
家过年。

正月初二那天，赵悦彤提出
想去在北京居住的亲戚家玩。
但出于安全及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等方面的考虑，学校对留京过
年的同学有相应管理要求，不允
许他们长时间外出。考虑到赵
悦彤的特殊情况，徐丽特意联系
她的家长，询问到该亲戚的具体
地址和联系电话后，同学校管理
方做了沟通，特意给赵悦彤批了
一天的假，让她能够和亲人度过
愉快的一天。

此后，赵悦彤因想家想同学
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所缓解，人
也再度开朗起来。

采访持续到正午前，又到了
徐丽的工作时间。当天，她准备

到男生宿舍去看看自己负责的
留校学生的生活情况。

宿舍里住的是2018级男学
生阿地力·阿力木，他是一名来
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
的小伙子。在徐丽和记者面前，
阿地力似乎还有些腼腆害羞，徐
丽很主动、自然地打开了话匣
子。徐丽的话语也把阿地力的
兴致调动了起来，褪去羞涩的阿
地力开始滔滔不绝地向记者分
享自己过去的故事，以及今年留
校过节的经历……

“和其他辅导员一样，学校
就是我们的家，我只是做了一个
家庭成员该做的事。”事实上，
对于老家在甘肃省的徐丽来
说，自己本身也是响应“留京过
年”倡议的一分子。“我已经好
几年没回过老家了。”她告诉记
者，丈夫老家在东北，也是北京
交通大学的一位辅导员。本来
两人计划今年回东北过春节，
但为了响应政府的防疫号召、
照顾孤身留校的学生，他们义
无反顾地选择留下，陪在学生
身边，帮助他们过好一个温暖
祥和的异地春节。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每天下午3点左右，聂姐都会
抓紧时间在餐馆里打个盹，因为这
会儿几乎没有客人来吃饭，是她为
数不多能喘口气的时间段。

本想牛年春节期间好好休息
的她，却在这个“就地过年”的特
殊时节里比往常还要忙碌。

今年是聂姐离开老家湖北襄
阳的第21个年头。这些年来，聂
姐在北京经营着两家餐馆，做湖
北特色的热干面和牛杂面。

时光倒回到2000年，聂姐经
自己的妹妹介绍，从湖北襄阳的
一座小镇来到北京打工。她的
第一份工作是在餐馆后厨洗碗，
每天工作10个小时，收入只有

500元。半年后，聂姐的丈夫也
到聂姐打工的餐馆谋生，他们上
小学五年级的儿子被留在了襄
阳老家。

2003年，聂姐拿出积蓄在北
京开了第一家自己的餐馆。“湖北
菜的口味很受欢迎，餐馆慢慢有
了起色。”聂姐回忆道。

2008年春天，聂姐的儿子即
将高考。由于之前已有多年未陪
在儿子身边，聂姐觉得很是亏欠，
于是她决定把店关了，回到儿子
身边陪读。后来，儿子考上北京
语言大学，成为了家族里的第一
位大学生。

儿子考上大学后，聂姐又回到
了北京，几经周折，她在西城区车公
庄定下了一家商铺。“店里能摆下八

张桌子，店名叫‘襄阳牛肉
面’，我们就做家乡特色的
牛杂面和热干面。”聂姐回
忆说，那会儿周边并没有其
他的襄阳菜馆，独门生意
加上自己走街串巷地宣
传，买卖因此越做越红火。

每天早晨6点起床到
店里和面，一直要忙到晚
上10点才吃晚饭……就

这样，聂姐用一碗碗热腾腾的面将
儿子从大学供到了出国留学。

但天有不测风云，2017年春
天，聂姐的店铺被划入北京市拆墙
打洞整治范围内，“七天之内必须
关店”的通知让她几近崩溃。

接下来的三个月，聂姐跑遍北
京，最后终于在朝阳区双井找到了
合适的新店面。为了庆祝店铺重
生，聂姐将店名改为“襄阳来了”。

新的店铺有160平方米，能
摆十来桌，聂姐还在里面隔出了
两个小包间。2019年底，聂姐和
家里的兄弟姐妹众筹资金，又在
北京航天桥附近开了分店。

可潮起之后总有潮落。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让整个餐饮行业陷入前所未
有的困境，对于湖北菜餐厅来说，
生存处境更是艰难。

去年2月初，虽然北京街上
的商户大多紧锁店门，但受租金
压力影响，聂姐还是决定在农历
正月初十开张。

聂姐记得，当时后厨的伙计
和前店的服务员都在老家回不
来，店里只有4个人——聂姐和丈
夫、表妹，还有一位刚回来上班的
员工。开门第一天，生意只有外
卖APP上的20多个订单。

“路过店门口的顾客看招牌
上写着‘襄阳’二字，得知我们是
湖北人，都不敢进来吃饭。堂食
的客人太少，我们就只能做外
卖。”聂姐回忆说，那段时间，她居
住的小区不允许住户出入，她就
和家人、员工住在店里，4个人就
这样从2月撑到4月底。

2020年中期，聂姐店里的员
工们陆续回到北京。人虽回来
了，但生意恢复起来并不容易。

“疫情以前店里一天能卖出400
多碗牛肉面，但去年中期营业额
只恢复到原先的三分之一。经营

状况下滑，我不得已将原本的11
个员工削减为7个。”回想起来，聂
姐只觉得那段时间太难了，记不
清具体是怎么熬过来的。

如今，湖北餐馆不再被误解
和排斥，聂姐的生意也恢复如
常。她现在不仅是店老板，也是
店里最勤劳的员工。

在外打拼的这些年，聂姐和
妹妹、弟弟相互帮扶。平日里管
理店面工作忙，家人之间见面的
机会很少，到了春节前，他们会带
着员工们提前吃顿热闹的晚饭，
就当是店里的年夜饭。

今年春节，响应就地过年的
号召，聂姐和店里的员工们都留
在北京过年，店铺也不打烊。大
年三十这天，聂姐和丈夫、儿子，还
有员工们一块儿拍了张全家福，这
是她第一次和员工一起过年。“在浓
浓的节日气氛中，就地过年的‘留守
族’们让我这个小店的人气变得特
别旺。”聂姐高兴地说。

谈起未来，聂姐亦心怀期待：
“这两年大家都很难，这就是生
活，很坎坷，但是我们要一起撑过
去，新年一定会更好！”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今年的除夕，是贵阳客运段
动车二队列车长令狐绍红正常
出乘的日子。清晨六点不到，令
狐绍红已从折返站周口东行车
公寓出来，像往常一样在仪表镜
前认真整理好制服，随后大步流
星地向站台走去。在那里，班组
人员陆续集合，开完出乘会后迅
速就位，准备迎接旅客上车。

当天，令狐绍红和班组值乘
的高铁会在同一个车底基础上
更换两个车次，首先是早上7点
20 分从周口东到北京西的
G1572次，中午有40分钟换乘
整备时间；紧接着，他和同事们
又将继续进行北京西至贵阳北
的G401次列车乘务工作。

令狐绍红，是一位充满侠义
情怀的西南汉子。在班组同事
们的眼中，令狐绍红喜欢帮助别
人，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
上。“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可能
为有困难的旅客提供方便，也是
我应该做的。”他谦虚地说。

年三十这天，有一位在北京
西站登乘G401次列车的女乘客
推着轮椅找到令狐绍红，轮椅上
坐着的是她刚做完开颅手术的
儿子。她拿出两张车票，一张在
14号车厢，而另一张在8号车厢。

这位乘客着急地向令狐绍
红反映自己的情况，儿子刚做完

手术，需要全程靠在轮椅上，但
两张车票的车厢离得太远，让她
没办法好好照顾儿子，特别希望
列车长能够帮他们把座位调到
一起。

G401次高铁是贵州、湘西
地区与北京连接的重要车次，虽
然受春节就地过年倡议的影响，
今年的客运量有所下降，但即便
如此，车内人数还是达到900多
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调整座位
并不容易，但令狐绍红把乘客的
困难放在心上。

开车后，令狐绍红照例完成
一系列工作，安全检查、验证验
票、体温检测、二次查危……忙
碌中，他还特意查看了14号、8
号两节车厢的上座率，在与列车
员确定情况后，令狐绍红把这两
位乘客统一安排到8号车厢，并
给予重点照顾。“孩子行动不便，
旅途还那么漫长，我们帮倒个
水、送个餐什么的，能减少旅客
压力。”令狐绍红说，自己既是高
铁乘务人员，同时也是一位父
亲，他是真心想帮助这一家人。

19点左右，女乘客带着儿
子平安抵达湘潭北站，令狐绍红
向他们致以新年的问候。看着他
们挥手时的笑容，令狐绍红心里
很欣慰：“这一家人让我很感动，
孩子那么懂事，妈妈那么坚强。”

谈及今年春运的感受，令
狐绍红说，虽然疫情仍有零星

散发，但我们国家的抗疫举措
是积极有力的，乘务人员在工
作的时候都感到很踏实，旅客
的一张张笑脸写满了过年的
喜悦。

除夕这天，为了防止粗心
的乘客坐过站，令狐绍红和班
组人员加大频率对站点和时间

进行广播预报。“毕竟是年三
十，我要保证大家准时回家过
年。”令狐绍红说。

入夜时分，班组为旅客准备
了庆祝活动和文艺节目，车厢内
氛围热烈，旅客们情绪高涨。在
掌声和欢呼声中，令狐绍红想到

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车长，我来加强巡视，你去

吃点东西吧。”班组长让忙碌了一
整天的令狐绍红赶快去休息下。

叮嘱完注意事项后，令狐
绍红来到餐车后厨，这里放着
每位班组人员从家里带来的饭

菜。“凑在一起，就是一顿丰盛
的年夜饭！”他笑着说：“但大家
没办法同时享用，只能这样轮
流过来用餐了。”

列车到达贵阳北已是夜里
22点 30 分，等全部旅客离开
后，令狐绍红开始了各项收尾
工作，开完退乘会后他回到家
已是23点45分。

推开门，妻子和孩子一下子
拥上来。“快来一起吃年夜饭吧！”
在春节倒计时的钟声中，令狐绍
红度过了又一个忙碌的除夕。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过年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
一种期待。新的过年方式让就地
过年年味儿不减。

在就地过年政策的号召下，
今年不少人选择了“酒店度假”。

携程数据显示，春节假
期，全国本地酒店订单
量对比2019年同期出
现小幅增长。其中，以
温泉、乐园、亲子、浪漫
为主题的度假型酒店
是消费者的心头好。
同时，受国际旅行回流

影响，今年酒店度假品质升级趋势
明显，春节期间高星酒店订单占比
约60%。

瘦西湖温泉度假村总经理郭
鲲感受到了这个春节来自消费者
的热情。他介绍，扬州瘦西湖温
泉度假村在春节前四天的总预订
量比预期增加了约50%。其中，
提前一天及当天的预订订单较

多，占期间总订单量的60%，这意
味着春节假期期间有不少消费者

“说走就走”。
“大年初二开始，度假村连续

三天出现100%满房的情况，这是
之前没有预见到的。”郭鲲告诉记
者，春节期间，度假村适时推出麻
将房、宠物房、家庭聚会轰趴套房
等定制产品，满足用户的差异化
需求。

消费市场的变化也促使各大
酒店积极应对就地过年倡议，提
升服务，从而实现协助持续巩固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
目的。记者从华住集团了解到，
为更好地服务消费者，打好就地
过年这场仗，华住对“安心360”进
行全面升级，为假期期间有本地
游或省内游需求的消费者提供
安心用房保障。在卫生防疫方
面，华住制定了行业内硬核标准
化管理流程，执行严格的清洁消
毒标准。

同时，华住在旗下酒店已投
入使用的智能终端机“华掌柜”及
送物机器人等多项智能化无接触
服务在防控疫情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截至目前，通过“华掌柜”智
能终端实现的“30秒入住、0秒退
房”服务在其旗下全季酒店实现
全覆盖。

此外，很多平时没有时间了
解自己工作城市的年轻人，则更为

关注本地深度
游和品质游。
受疫情影响，
今年春节的出
游人群大多缩
小了出游半径，
周边游和近郊
游取代了远距
离国内游，成为
新的旅行消费
日常。

与异地出行持谨慎态度相反
的是，消费者对于城市周边游住
民宿的需求异常火爆。数据显
示，以北京、上海、深圳为代表的超
大人口流动城市，周边近郊民宿
等旅游产品销量显著提升，民宿
客单价相较去年同比增长35%以
上。以途家平台的百里乡居、裸
心谷为例，坐落在山水或村落之
间、安全私密、配套完善又适合家
庭出游的独栋山景民宿、树顶别
墅等在春节一房难求，假期客单
价甚至达到了万元以上。

为增加年味体验，部分高端
民宿在春节期间还推出贴春联、
听相声、泡温泉、手工体验、登山
祈福、私房菜等老少皆宜的游艺
项目以及特色服务，花样丰富、更
接地气的年味套餐，也吸引着越
来越多人选择包院过年。

“回不了家乡的春节，最好的
方式就是预定一家民宿，和姐妹

淘一起吃、喝、聊、玩。”留京过年的
山东姑娘李菲菲告诉记者，今年
虽然无法回家与家人团聚，但和
闺蜜们在民宿里度过了一个没有
外人打扰的春节假期，对她而言
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春节期间，也有不少酒店纷
纷推出系列优惠以及各类主题
房，为就地过年的宾客提供丰富
多彩的新春假期体验，亚朵集团
也趁势推出了和KPL（王者荣耀
职业联赛）中的四家俱乐部合作
的电竞主题房。据其相关负责人
介绍，在上海武宁路亚朵S篮球
酒店的27层新增了电竞主题房，
成都AG超玩会、上海EDG.M、
南京Hero久竞、重庆QGhap-
py，每家俱乐部分别拥有四个主
题房间，房间的设计充分融入了
俱乐部城市地域化特色元素，并
搭配其战队的专属配色风格，春
节期间吸引了不少电竞爱好者入
住体验。

一碗家乡面 温暖异乡人 帮助留校生 异地过好年

一个除夕夜 两顿年夜饭酒店里度假 周边游火爆

华住旗下酒店员工在对客房清洁消毒。

华住集团供图

令狐绍红为小乘客送去新春礼物。受访者供图

春节期间，徐丽来到宿舍看望留校新疆籍学生阿地力·阿力

木，了解他的生活情况。

聂姐和儿子、丈夫以及员工拍的“全家福”。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