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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节是合家
团圆、亲人相聚的喜
庆日子，然而，在人
们相聚的背后，还有
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
位上，兢兢业业。在
这个中秋之夜，那些
不能团圆的爱遍布城
市的每个角落，让这
个城市温暖起来。

中秋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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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官兵李德正在进行训练。

付志锦

缺席了7年的八月十五
跟前几年一样，今年的中秋
节，李德依然要在离家乡数百公
里之外的潍坊度过。自从2005 年
入伍，这名25 岁的年轻消防员就
从未在家过一个中秋。而八月十
五对于这个小伙子来说很特别，
这天不仅仅是合家团圆的日子，
还是他母亲的生日。
9 月26 日 上 午 ， 寿 光 公 安 消
防大队的李德正在进行每天都会
有的训练，李德是寿光公安消防
大队的一名普通的消防官兵，主
要负责消防车的驾驶工作。
对于李德来说，中秋节有着
不同于其他人的意义，因为八月
十五这一天既是合家团圆的中
秋，也是他母亲的生日。
李 德1987 年 生 人 ， 今 年25
岁，河北石家庄人。从2005 年入
伍到现在，七年的时间里，由于
工作岗位的特殊，他从来没有回
去给老人家过过一次生日，只能
在电话中为母亲祝福。
他知道，作为一名消防兵，
人民群众的安全必须放到第一
位。每当警笛想起，他起身奔向
红色的消防车，坐到驾驶座上
时，他的心情都是紧张而又急迫
的。每一个事故发生，参与救援
的战士都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车开得越快，到达得越早，被困
人员就多一份生的希望。
七年时间里，一直缺席的中
秋节是李德心里念念不忘的一个
心结。母亲的年龄越来越大，儿
子陪在身边的日子却越来越少。
每年的八月十五，李德拨电话回
家，一家人团聚在电话那头，他
只能在电话里听着熙熙攘攘的欢
歌 笑 语 ， 虽 然 缺 席 了7 年 ， 但 远
在河北石家庄的家人都很理解
他，从来没有埋怨过他。他也只
能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他认
真，虚心学习驾驶技能，不断的
完善充实自己，在半年的驾驶培
训中，兢兢业业工作，取得很好
的成绩。
回忆往年的中秋之夜，李德
与战友还未吃到月饼，来不及赏
一眼明月，急促的警铃就响了起
来。警铃就是命令，官兵们迅速
着装、登车，火速奔赴现场。事
故现场救援结束，完成任务，他
们带着一身疲惫回到队里。返回
队里的路上，大家严峻的神情又
换成了笑容。
记者采访时，李德有些腼腆

不太爱说话，面对这些荣誉，他
总是淡淡一笑说：“人，有轰轰
烈烈的一生，也有平平凡凡的一
生，但大部分是平平凡凡的。我
作为部队基层的一名普通士官，
只有踏实工作，才不负党和部队
的多年培养。”他是这样说，也
是这样孜孜以求去做的。
2009 年底由于工作突出，他
被担任为中队司务长，因为他是
半路出家的，以前没搞过后勤，
现在一下子要学会做帐，学会管
好大队官兵的吃、住、穿、行，
谈何容易。当时有人劝他：小
李，你在部队再过一年多就到期
了，何必再去担风险，安稳一点
算了。
可是李德并不这么想，“一
年 就 是365 天 ， 只 要 认 真 去 干 ，
准能干出点名堂来。”他一上
任，就欢快地干开了。工作不熟
悉，他边于边学，白天忙就晚上
挤时间学习，《会计学原理》、
《烹饪技术》及有关部队后勤财
务管理的书籍，很快被他啃得滚
瓜烂熟。他还利用到支队学习的
机会，虚心向后勤部门的领导和
同行请教，不耻下问。
而作为一名优秀驾驶员，为
了做好本职工作，他努力加强政
治，理论学习，提高自身政治素
质，来确保自己政治合格，从而
促进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履行好
驾驶学员的本职工作，他在驾驶
行车中，严格遵守教练员的指
挥，配合好教练员各项工作。生
活中，精心维护保养车辆，认真
细致检查车辆性能，确保车辆良
好，整洁，有效促进驾驶工作顺
利进行。
谈起这个中秋节，李德有些
沉默，他想给远方的母亲道一声
“生日快乐”，这个只能在电话
里完成的祝福，对于李德的母亲
来说，已经是最美的祝福。
“今天是中秋佳节，作为一
名消防兵，我们肩负着保卫人民
财产安全的责任，肩负着神圣使
命。我们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机
会，只能通过电话和家人联系。
这个中秋节，我祝福所有消防官
兵的父母，同时也祝福全市的人
民，祝你们中秋节快乐。我们会
尽我们的努力，恪守岗位，在大
家需要我们的时候，第一时间出
现，给大家一个平安的中秋
节。”李德说。

身穿护士服的中秋夜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
节倍思亲。”这句古诗深刻写出
了每一个在异乡的朋友对于家乡
及亲人的厚重思念。而对于潍坊
市中医院急诊科护士刘参来说，
家不远，但中秋夜回家却很难。
2012 年的中秋节，刘参要从
晚上五点开始上班，一直到第二
天的早上八点半。近15 个小时的
工作时间。
对于急诊科护士来说，节假
日是急诊科最忙的时候，也是急
诊科护士最累的时候。刘参今年
29 岁，在护士这个岗位上，一干
就十年。十年的时间里，中秋节
能在家过的，最多就有一半，剩
下的这些中秋节，她都 是 穿 着 护
士服，在急诊科里忙碌着。刘
参是潍坊昌乐人，离家并不
远，但中秋节想和父母团圆过
节，却很难。
“还好，节日对我来说，
没有那么多意义。”刘参对于
节日并没有那么多企盼，而
这，也是受到了她父亲的影
响。
刘参的父亲是供电所的一
名员工，小时候过中秋节，一
家人一起吃着团圆饭，一听说
哪个地方供电出了问题，刘参
的父亲就会放下手上的碗筷，
马上穿上衣服出门，等父亲回
来，团圆饭已经吃完了。
父亲的特殊工作让刘参习
惯了有人缺席的中秋节。工作
的这些年里，弟弟在外地工作
没法回家，刘参又要在急诊科
值班，中秋节家里就剩下父母
两个人。偶尔父亲要值班，家
里也就只剩母亲。
今年的中秋节，假期长一
些，刘参的弟弟可以赶回家，
而父亲也已经退休，家里就只
有刘参缺席。“我只能平日里
多回家看看爸妈了。”刘参有
些内疚。在这个中秋节，她要
跟同事一起奋斗在急诊科救死
扶伤的第一线上。
每年中秋节的急诊室都与
往日有些不同。正常时段，由
于各科室都有门诊，急诊科的
病人相对会少一些，但下班
后、节假日期间，所有的病人
都集中到了急诊科，遇到病人
特别多时，急诊科里的那种紧
张、劳累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特别是上夜班的时候，来的都
是重症、急症病人，即使病人
不多，也要不停地忙碌，到第
二天早晨回到家，往往是倒头
就睡，一觉就能睡到下午五六

点。这就是急诊科护士的生活
写照。但无论何时，只要患者
需要，他们会立刻毫无怨言地
走上“战场”。
记得刘参刚进急诊科的时
候，护士长就告诉她们，急诊
科护士每天面对的都是形形色
色的患者，而且是和他们接触
最多的人，很多事情都要由护
士来进行沟通。所以，沟通非
常重要，哪怕是特别忙的时
候，也要和患者说上两句。不
断 地 说 话 忙 碌 ，15 个 小 时 的 中
秋夜，刘参就是这样度过的。
急诊科护士的压力，很多
时候来自患者及家属的不理
解。因为护士是跟他们最直接
的接触者，遇到不满意的地
方，他们会首先冲护士发火。
来急诊的患者和家属心里肯定
比其他时候就诊的患者更着
急，难免带着情绪，而且好多
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急诊就应
该立即对患者进行治疗，根本

不应该等。但是遇到人多时，
等待是必然的。比如等待会
诊、做检查，需要的时间都比
较长，如果医生不能立刻到
位，病人就会吵起来。虽然刘
参忙得脚步不停，一直都在积
极联系，但患者不管这些，急
诊室的所有矛盾都会集中体现
在这里。
当问及中秋节还得上班，
是否心里有遗憾时，刘参告诉
记者，他们早已习惯了这种不
分节假日工作的生活模式。
“节日期间因为放假，而且又
是过节，喝酒的人就多了，因
为受外伤和喝酒而进医院的人
会比平日里多，暴饮暴食导致
肠胃炎的人也会增多，而且会
集中在晚上，这就造成晚上值
班人员的工作压力会增大”。
“过节就是个形式，跟同
事们聚在一起，坚守在工作岗
位上，也很有意义。”刘参最
后这么说。

仲秋节将值班的护士刘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