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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 你好， 请问是溧阳邮政公司办公室
吗？ ”2022 年 12 月 14 日上午，溧阳市邮政分公
司综合办公室接到一通电话， 拨打电话的是一
位定居在苏州的溧阳籍市民凌先生， 他说自己
几经周转，拨打这通电话的目的，是想感谢一下
溧阳市别桥邮政支局的投递员马师傅。

凌先生口中的马师傅， 是别桥邮政支局的
乡邮投递员马建方，今年 51 岁，参加投递工作
已经 27 年了，目前主要负责别桥镇合心、前程
两个村委的邮件报刊投递业务。据凌先生介绍，
他的父亲因病瘫痪在床 6 年， 由于自身工作原
因和疫情影响，这几年很少能回乡探望父母，只
能定期给父母邮寄一些包裹。 马建方的工作认
真负责， 每次都将包裹送上门， 交到他母亲手
中，并给予他父母很多帮助。

同事眼中，他是兢兢业业的老师傅
马建方从事投递工作二十多年，每日投送邮

件 200 余件，报刊 400 余份，从未出过差错。支局
经理周建伟表示：“马建方是我们别桥支局的老
师傅了，他踏实肯干，积极参与函件报刊、快递包
裹、代理金融等业务，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

每年的报刊大收订工作， 马建方提前做好
准备，从 9 月份开始，就向镇区的用户发放订阅
联系单，挨家挨户地宣传报刊收订业务，收集征
订信息后第一时间反馈给支局经理。 由于白天
要按时投递报刊邮件， 他经常利用晚上和休息
日上门服务，耐心地为用户推荐最适合的报纸，
并保证投递到户。 时间久了，用户们口口相传，
“订报找老马，马上送到家。 ”

支局布置工作，要加大寄递业务开发，马建
方将业务宣传单页随身携带， 投递过程中一边
发放宣传单页，一边寻找目标客户。去年下半年
成功开发 1 家寄递客户， 月均特快业务收入达
1000 元。

年底，是支局代理金融业务的发展旺季，马
建方投递之余，一得空就出现在厅堂帮忙，热情
接待每一位到访的客户， 协助网点同事维持秩
序、发放礼品。 2022 年，他的个人揽储存款达
300 万元。

群众眼中，他是古道热肠的老好人
马建方是土生土长的别桥镇人， 和乡亲们

都很熟悉，是出了名的热心肠、老好人。 对于凌
先生的父母， 马建方觉得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情，因为经常为老两口送邮件，一来二去，心中
自然也多了一份牵挂。每次路过凌先生父母家，
他总会到家里坐一会，陪两位老人聊会天，帮着
购买些生活用品。去年凌先生父亲不幸去世，家
中留下了 70 多岁的母亲独自一人生活，每次将
邮件送到后，马建方都会给凌先生去个电话，向
其说说家里的情况，报声平安。

“这几年多亏有小马，他就像我的亲弟弟一样。
我老伴卧病期间，他基本上三天两头跑，帮着按摩
翻身，累活重活还抢着干，我们虽然不是家人，却亲
似一家人。 ”凌妈妈眼泛泪花，感激地说道。

现在农村空巢老人较多，马建方在日常投件
送报的过程中，还不忘把手机号码告诉村上的老
年人，“有什么需要买的，可以打电话给我，我给
你们带过来，省得你们自己去镇上跑一趟。 ”

有一次， 一对来溧务工的安徽籍夫妇到支
局窗口寄包裹，闲谈中，夫妻两人提及想租一间
便宜点的房子， 可是人生地不熟， 不知道该找
谁。马建方听闻后，帮着四处打听，乐呵呵地说：
“这既可以为人家找个落脚点，也可以为乡亲们
增加点收入，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 ”

2013 年的冬天，马建方在投递途中，看到
一位老人滑到在路边，磕破了眼角，鲜血直流，
他立刻上前询问情况，将老人送往医院，陪着老
人就诊。事后，老人的家属特地赶制了一面锦旗
送往别桥支局，对他表示感谢。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寒来暑往，年复一年，一辆邮绿色的电动三

轮车，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绿衣使者马建方和乡
亲们熟络地打着招呼，在平凡的投递路上，挥洒
着青春与汗水，绘成了一幅幅温馨感人的画面。

（沈玉红 谢泉平）

绿衣使者马建方：
投递路上挥洒青春

“今天，你上班了吗？”
每天依然准点到达的地铁
背后， 有着无数常州地铁
人默默地坚守和付出，今
天我们来看看地铁车辆人的故事。

四转三，一条心！
2022 年 12 月 19 日， 地铁司机启动

了三班两运转的行车模式。 相较于以往
的四班倒， 司机们虽少了 1 天的休息时
间，却可以有效补缺，确保“前线”行车准
点。 “这个时期比较特殊，那些‘以身战
疫’的兄弟们更辛苦。 ”1 号线 4 工班的司
机王磊说。

服务于“红”线的司机周猷俊和“蓝”
线的司机罗子健，是宿舍间最活跃的“红
蓝 CP”，平时可谓形影不离。 随着疫情防
控形势日渐严峻， 周猷俊和罗子健主动
“断了”线下联系，改在线上相互鼓励，开
始自我“隔离”。 常州地铁的司机们都主
动“封闭”在宿舍中，小心翼翼地过着两
点一线的生活。 他们誓要坚守“阵地”，目
的只有一个： 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就是对
地铁的行车安全负责。

换装，出发！

12 月 20 日，“红小梦”和“蓝精灵”维
保班组告急！ 车辆检修的工程师们放下
了未完的图纸，握起了维修的扳手。

受疫情影响， 身边的同事被封控在
家， 车辆工程师戴忠杰成为了顶岗值守
最频繁的一份子。 一面技术，一面维修，
白天， 他和工班的同事一起完成检修任
务，晚上，又投入到处理电客车故障的工
作中，第二天经过短暂的休息，戴忠杰又
开始了新的“循环”。

同样有着“值守第一人”称号的还有
检修调度冯德隆，他从“白夜休休”的班
制一路干到了长夜班。 “我不敢倒下，第
二天地铁还要运营， 必须保证每天的供
车量。 ”冯德隆说。

每天夜里， 车辆段内都会出现许多
检修新面孔，他们曾是互不相识的“白/
夜”修，却在疫情下相遇在一起，寒暄几
句后立即投入到忙碌的工作中， 一路走
来，这也成为了他们最难忘的记忆。

回来了吗？ 回来了！
12 月 16 日，2 号线电

客车司机王禹回到了工作
岗位。 作为常州地铁第一

批“阳过”的员工，他写下了自己的康复
日记并分享给每一位同事， 用亲身经历
激励着“战疫”中的地铁人。 其中，日记里
的一句话“我要迎难而上，为市民出行安
全护航！ ”写出了每一名车辆人的心声。

每天都有车辆人不约而同回到工作
岗位上， 他们有电客车司机、 工程车司
机、车辆检修员、设备维修员，有调度、质
检员、架修员，有工程师、管理员……他
们都在不出现发热症状、 抗原转阴的第
一时间接过“战友”的接力棒，迎难而上，
为市民出行安全护航！

目前，“钢铁暖男” 背后仍在上演着
“消失的同事”、“坚守的卫士”和“重披战
甲的勇士”的“战疫”故事。 面对“兵力不
足”，地铁人纷纷主动“补足”，四班制变
换三班制，“图纸”侠换装“螺丝”侠，他们
无怨无悔地坚守岗位， 只为全力保障地
铁运力，满足市民出行需求，确保顺利渡
过疫情流行期。 （常州地铁）

我们的“疫”不容辞

岁末年初， 常州地铁
全年各项工作正在紧锣密
鼓地收官。 面对科学精准
防控、 高效统筹发展的要
求， 物业分公司 （常州地铁城市服务公
司）开展“防感染、保安全、保运转”专项
行动，积极应对今冬极端冰冻天气，保障
车辆段、地铁大厦正常运转。

丁堰自营保洁项目：
“在丁堰车辆段，我们带头上！ ”
“大家肩负着阻断病毒传播链的重

要使命，你们每一次的细致消杀，都为我
们筑牢防护屏障增强了一份保障。 ”由保
洁员组成的消杀小分队， 负责每日定时
定点对电梯间、茶水间、卫生间、会议室
等各个场所进行“地毯式”的消杀，他们
背着四五十斤的消杀桶，从一楼到顶楼，
从食堂到宿舍，从道口到办公室，零下的
气温里他们的衣衫仍旧被汗水浸湿，肩
膀上的勒痕久久不能消去， 但他们从未
说过一声苦，喊过一次累，他们用自己的
行动，默默守护着每个人的健康。

随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被感染，
有些员工思想波动较大， 甚至部分出现
“幻阳症”， 总感觉自己出现了各种 “症
状”。 “其实，这是大家在面对短期内疫情

发展迅速变化， 心理上出现的不适应状
态。 大家一定要保持充足睡眠、保持愉快
心情、保持正常节奏，做好个人防护，不
信谣、不焦虑，以必胜的信心携手共度这
个防疫难关！ ”城服公司疫情防控专员黄
莉平及时整理转发最新的关于疫情防控
问题的专业解答， 如科学用药、 规范防
护、常见症状、抗原试剂使用方法等，也
对全员提出“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的倡议，并详细了解员工的实际情况，用
行动解决员工的需求和困难， 真正将关
心关爱送到员工心里， 最大限度缓解了
员工的焦虑与紧张情绪。

物分食堂、大楼维保项目：
吹响“一防两保”冲锋号

面对人员缺员严重， 物业分公司按
照“在岗”梯队保障要求，及时调整优化
一线人员班次，适时实行封闭管理，全力
保障基本运转。 根据各项目的缺员情况，
提前背景调查、提前岗前培训，提前储备
一支应急 “保障队”； 部门之间互为 AB
角， 当一人涉疫后另一人自动转为代管

角色，确保事事有人管、时
时有人问； 成立应急保障
“先锋队”， 基层单位人员
不足时， 管理人员及时下

沉一线，全力保障和支援一线。
面对可能出现的极端雨雪冰冻天

气， 工程维保人员提前做好厨房区域风
冷热泵和大楼 VRV 多联空调系统的保
养、维修，及时修正系统参数，精细化控
制食堂温度，做到舒适节能；同时全面排
查室外明漏管道，及时包裹保温套，做到
低温天气下设备设施安全运行可靠。

面对疫情态势变化， 迅速调整员工
就餐方式，开启错峰取餐、线下打包、食
堂外送等方式，减少人员聚集，降低就餐
感染风险。 同时，为安稳保供，食堂工作
人员每日对大厅、后厨进行全面消杀，严
格做好厨房用品消毒， 对菜品检疫和存
储进行确认， 做好人员健康监测和台账
管理，以确保食品安全。

目前，物业分公司首批感染人员已康复
返岗，第一时间投身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很
多仍在居家的人员均表示希望尽早回到工
作岗位，与大家并肩作战。这种“共同担当、上
下同欲”的强大合力，为全面打赢“一防两保”
攻坚战筑牢了坚实基础。 （常州地铁）

“一防两保”在行动

疫情防控进入新阶
段， 作为城市重要公共交
通的保障者， 常州地铁人
坚守岗位、默默付出，在平
凡的岗位上贡献温暖力量。
“我多坚持一点，大家压力就小一些”

调度中心是常州地铁运营指挥的
“大脑”，起着指挥中枢的作用。 随着感染
者不断增多，能够上岗的人员急剧下降，
调度中心立即启动了应急方案。 目前中
心已启动二级响应， 在特殊时期确保调
度指挥安全有序。

蔡志健是一名行车调度员，2022 年
12 月 21 日测出了“阳性”，听说行调人手
紧缺，他退烧后毅然决定返岗，一直坚持
在行车岗位上。 “行车安全是重中之重，
作为党员在艰难时期更要发挥模范带头
作用，我尽快重返岗位，大家压力就小一
些。 ”

“我没有症状，可以坚持在岗”
站务中心是距离市民最近的岗位 ，

“人员虽然减少，但服务不能下降。 ”虽然
值班站长戴露瑶的家人们先后确诊，但
在区域人员调配困难的情况下， 她仍然
主动申请加班顶岗。 “我没有症状，身体
健康情况良好，我可以加班！ ”

戴露瑶一边照顾家人， 一边坚持每
天到岗， 按时巡视车站避免危险因素的
发生、 为群众提供帮助……每一项工作
她都不折不扣地完成， 为站点正常运行

贡献力量。
“只有我们两个也可以完成工作”
清分系统工班 7 名员工陆续有 5 名

员工感染，在关键时刻，工长施晶民和系
统维护员冯雅娴扛起重任。

施晶民晚上需要照顾年幼的孩子 ，
她就一人顶起白班的岗， 奔走在各个岗
位上，完成 ACC 系统、设备的日常维护
及收入日报等填报工作。 冯雅娴则在晚
上把孩子交给家人照顾，扛起夜班的岗，
确保各项客流数据提报的及时性及准确
性。 施晶民说：“只有我们两个， 也没问
题。 ”
“要保障好工作，也要保障好大家的健康”

在地铁车站里 ， 有这样的一个角
色———负责区域班表的考勤员。 值班站
长索一帆就是这样一个考勤员。 “要保障
好工作，也要保障好大家的健康。 ”在人
员日益紧缺的情况下， 既要准确保证车
站人员的休息，又要保证人员有效到岗，
还要保证车站安全平稳运行， 她总是数
次打开班表，一遍遍地拨打电话，一遍遍
地更改班表，再一次次地做出调整。

此外，索一帆也始终冲锋在一线，帮助
不会购票的乘客买票， 指引大家正确进出
站。她也是班组的小管家，按时查看班组人

员的身体状况，嘱咐大家注
意安全，“大家都努力守好
自己的一方土地，就能守好
每一位乘客的出行。 ”

“大家都笑称我是全能型选手”
孙子淼是聚湖路站的行车值班员 ，

在家人检测出阳性的情况下， 她在保证
自己是阴性的情况下， 选择坚守在岗位
之上。

从聚湖路站到湖塘站在到新天地公
园站，她在不同的车站来回上班，充当着
主力军的角色，行车值班员岗、客运值班
员岗、客服岗、站台岗，每个岗位都出现
过她的身影 ，“大家都说我是全能型选
手。 ”孙子淼笑道：“但我只是尽自己的一
份力，和大家一起共度难关。 ”

“我是党员，我应该担起责任”
2022 年 12 月 13 日早晨 7 点， 在茶

山区域出现第一例感染病例时， 客运值
班员谢震海立马赶往了车站。 在同事们
陆续感染的紧急情况下，他挑起重任，身
兼三岗， 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我多做一
点防护， 多坚持一些时间， 多做一些工
作， 生病的同事们就能多一些时间来调
养自己的身体。 ”

期间，他努力学习新的专业技能，用实
际行动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在这场与
疫情的博弈中，我们始终与您一起坚持，
共同奔向下一个春暖花开。 （常州地铁）

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