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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春节，
总有些事让人感动
85 岁老医生：春节坚守诊疗岗位
正月初七上午，淮安市第一人
民医院二分院的外科诊室里，85 岁
的张全喜正在给患者开药。他双
眼紧盯电脑屏幕，神情十分专注。
今年春节，张全喜又和往年一样坚
守在工作岗位上。
张全喜是市一院的外科专家、
主任医师。65 岁退休后又返聘至
市一院二分院工作，一干就是二十
年。
“ 我现在耳不聋、眼不花，神志
很清楚，做手术手也不会抖。”张全
喜说，自己干外科医生忙碌了一辈
子，留在家里享清福反而不习惯，
既然自己的身体条件允许，就要留
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发挥余热。他
告诉记者，春节假期外科接诊的患
者并不算少，相比平时反而显得更
忙了。
“例如各种意外引起的外伤，

还有平时工作比较忙，利用春节假
期来治疗痔疮的人也比较多。”张
全喜表示，为了满足市民节日期间
的就诊需求，自己在不在家过年其
实并不重要。
作为一名在外科岗位上干了
几十年的老主任，张全喜已经把春
节期间值班看成了很平常的一件
事。他说，自己没退休的时候，春
节期间也经常值班，大年三十、正
月初一全天坐诊或是做手术的事
也常有。他还记得有一年有台手
术做的时间很长，从大年三十晚上
一直做到春节早晨。下了手术台
后，大家顾不上休息，先互相拜起
年来。
“事实上我们医生、护士春节
不放假都很平常。大部分医院春
节几乎不放假，急诊科更是 24 小

潘晓白夫妻：
福利院陪老人过年

时待命。”张全喜说，像他这么大年
纪，春节期间坚守岗位，并不是工
作岗位的硬性需求，也不是为了所
谓的加班工资，而是多年来的习惯

所致。如今的他，已经把为病人解
除病痛当成了最大的乐趣。
■融媒体记者 傅停停

55 岁郭玉凤：初一到公园捡垃圾
今年大年初一，55 岁的郭玉凤
找了件自己最漂亮的衣服，套上志
愿者红马甲，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来
到楚秀园，捡起了垃圾，用行动呼
吁市民文明游园。
当天早晨，当所有人都沉浸在
过年喜悦中时，郭玉凤一大早便出
门了。这一天轮到她在体育馆志
愿者服务驿站值守。
“ 我们志愿者
春节没有休息，节假日市民更需要
我们。”从 2017 年志愿者服务驿站
成立以来，郭玉凤没有一天迟到
过。她笑着说：
“ 你去任何一个驿
站，任何一天都是准时开门。我和
所有志愿者一样，对公益事业充满
了热爱。”
这一天，郭玉凤还有更重要的

事，下午 1 点忙完了驿站工作，又
马不停蹄地赶往楚秀园，和这里的
32 位志愿者一起捡垃圾、散传单，
以身作则，呼吁市民文明游园。在
他们的带动下，许多游园的市民也
加入了捡垃圾的队伍。
郭玉凤告诉记者，当天她还将
老公和儿子也带到了楚秀园，加入
了志愿者队伍，一起捡垃圾。志愿
者们的行为，也感染了在场的所有
人。一位市民说：
“我们也要给孩子
做好榜样，用自己的行动教育他们
不能乱扔垃圾。
”
从退休到现在，郭玉凤将自
己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了公益事
业。任何活动，她准是第一个到。
当记者问她为什么的时候，她只是

笑了笑：
“因为快乐啊，当你看到那
些老人、残疾人、孩子，因为你的帮

助而露出快乐的笑容时，你就懂
了。”
■融媒体记者 王磊

70 岁守门人:只为大家过个好年
2 月 11 日，是许多人节后重新
返回工作岗位的第一天。可对于
今年已 70 岁高龄的王大爷来说，
却不存在什么节日的假期：从除夕
开始，他便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用
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挥余热，
让大家都能过一个
“放心年”。
王大爷是新世纪城市花园小
区的一名门卫，为人和善，工作起
来却是格外仔细认真：小区里的车
位够不够？谁家的车灯没关好？
哪家的孩子又在皮闹？这些王大
爷平日工作时都会留心观察并及
时处理好。而过年的时候，外来人
员、车辆增多，王大爷就更不敢马
虎了，工作量也比平时增加了不
少，但他始终坚守在岗位。当别人

家热热闹闹吃团圆饭、走亲访友
时，王大爷只能在保安室里吃着已
经凉了的盒饭。
“家里的孩子们都很好，用不
着我操心，趁着自己精神还不错，
多给大家帮点忙做点事。”王大爷
这样告诉记者。春节期间，由于小
区进进出出的车辆、行人增多，担
心会给业主们的走亲访友带来不
便，他每日不但正常上班，
甚至比平
时还要早到，下班也比平时要晚得
多。为了给大家疏导车辆、维护小
区秩序，
他每天忙得马不停蹄。
就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买菜回
来的黄大妈向王大爷竖起了大拇
指。她告诉记者说：
“ 过年的时候
多亏了老王，帮着家里来的亲戚们

把车位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在王
大爷看来，物业和业主的关系其实
和过去的街坊邻居并没有太大差

别。
“你帮人一把，别人都会记在心
里，配合你把工作做好。”王大爷笑
着说。
■融媒体记者 吴海涛

市民和民警：接力帮助老人回家
“感谢你们帮我找到了母
亲！”赵女士对民警连声感谢。原
来赵女士的母亲张奶奶独自一人
外出买药，结果不慎迷路回不了
家，并且不知道家人的联系方式。
幸得热心市民及时报警，张奶奶终
于找到了家人。
2 月 9 日下午，张奶奶因为胃
不舒服，没和家人打招呼，就拄着

拐杖独自去买药了。张奶奶买完
药后，找不到家了，只好一个人在
万达广场附近的小区一家一家敲
门寻找。一位热心市民了解情况
后，
主动帮老人报了警。
清江浦公安分局万达警务站
民警张益华到现场后，询问张奶奶
是否记得家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但张奶奶因为岁数大了，思维不太

清晰，无法说出有效信息。
“老人身
上带了好几本存折和不少现金 。
我们担心老人在外面冷，身体吃不
消，就赶紧把老人带回了警务站。
我们让老人休息了一会，喝杯热
水，再想办法找老人的家人。”张益
华告诉记者，通过和老人一个多小
时地耐心交流，渐渐听明白老人家
人的姓名。他们通过查询，终于联

系上了老人的家人。赵女士告诉
民警，她母亲今年 82 岁了，接到民
警的电话时，自己才发现母亲已经
不在家了。她表示以后一定会对
母亲更细心点，不会再让这种情况
发生。
■融媒体记者 陈帅
通讯员 樊若枚

过年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然而对于
住在敬老院、福利院的许多老人们来说，
团聚已经是太遥远的记忆。今年已经 89
岁高龄、独自住在市社会福利院的张玉华
老人就是其中之一。她的老伴两年前去
世，孩子又在美国，两三年才回来一趟。
可即便如此，老人每年过年都过得有滋有
味，
每个年都过得幸福满满。
大年三十，68 岁的潘晓白带着老伴秦
雪凤，拎着水果来到福利院。看到夫妻
俩，张玉华老人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大
年初一早上，潘晓白夫妻俩又到福利院给
老人拜年。过年七天假期，他们只要一有
空便去陪陪老人。这样的传统，他们已经
坚持了多年，就在平时，他们每个星期也
要去看望老人一两趟，
“ 我们把老人当成
自己的母亲。只要她开心，我们就开心。
”
潘晓白告诉记者，张玉华老人和丈夫
都是建国初期抗美援朝的老战士。老人
转业后一直从事医务工作，直到退休。其
实，他和这对老夫妻已经认识四五十年
了，因为都是东北人，又有客居他乡的相
同经历，所以很聊得来。老人住进福利院
后，因为子女在国外生活，他们就承担起
照顾老人的工作，这一干就是十多年。
“她老伴两年前去世以后，张奶奶变
得不爱说话，性格也有些孤僻，尤其是遇
到陌生人，就更不爱说话了。”潘晓白告诉
记者，可每当老人看到他时，就仿佛打开
了 话 匣 子 ，有 说 不 完 的 话 ，讲 不 完 的 故
事。而这些故事都是以前他们共同经历
过的事情；这些故事也只有潘晓白夫妻俩
才懂。也因此，潘晓白觉得更有义务照顾
老人。老人经济没困难，身体也不错，什
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亲人的陪伴，缺
说说话的人。
“ 人年纪大了，需要有人陪
伴，有人陪她说说话。其实，我们也是做
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潘晓白说道。
潘晓白还拿出了自己珍藏的一张照
片。这张照片是张玉华老人与老伴在钻
石婚和过 85 岁生日时，他们夫妻俩拍的。
张玉华老伴去世后，潘晓白陪伴老人的次
数也越来越多。也正是有了他们，这位老
人才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他们夫妻俩都是好人。我这么做就
一句话，不能让好人吃亏。一个人做好事
不难，难的是做好事能够一直坚持下去。
我现在岁数也大了，马上就要 70 岁了。我
也希望能有年轻人接我们的班，去关注、
关爱敬老院、福利院的独居老人，让他们
都能有个幸福的晚年。”潘晓白语重心长
地说道。
■融媒体记者 王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