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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臼边防派出所副教导员刘春成坚持春节值班

离离家家 1133 公公里里 55 年年没没回回去去过过年年

31 岁的刘春成现在是石臼边防派出所
的副政治教导员，作为所里为数不多的几个
日照本地人虽然离家仅 13 公里，但刘春成
却已经连续 4 年没有在家中过春节了。

像往常一样，今年的春节，刘春成依然
会在所里度过。刘春成觉得对妻儿有点亏
欠，但想想自己一人春节值班，却能让所里
其他外地的同事回家团圆，刘春成说这样做
挺值。

本报记者 徐艳

辖区群众有困难 主动向前帮忙做

自 2008 年开始，刘春成就一直
在石臼边防派出所工作。时间虽然
不长，但因工作出众，刘春成获得了
诸多荣誉。他多次被支队评为“优秀
警官”，被日照市政府评为拥政爱民
先进个人……

“要让群众认同你，就要用真诚
叩开群众的心扉。”这是刘春成担任
社区民警以来，对群众工作感悟最
深的一句话，同时他也用实际行动

践行着“真诚”。为了让所辖社区居
民尽快熟悉自己，辖区哪儿热闹他
就往哪儿钻，哪有事儿就主动去帮
着干，从清晨扫马路的老大姐到晚
上摆摊的商贩，见一个就发一张“警
民联系卡”，上面的手机号对辖区居
民也是“从不关机”。

2012 年 12 月 7 日，刘春成在走
访辖区某工地时，发现 10 余名农民
工围在工地项目部大吵大闹，情绪

十分激动。刘春成经了解得知，2011

年北京某公司承包了该工地玻璃幕
墙施工项目，而后又转包给马某，马
某从重庆市雇佣了马平(化名)夫妇
等 10 余名建筑工人进行施工。工程
快结束时，马某突然不见了踪影。临
近年末，马平等人担心自己的工资
没着落，遂聚集到工地项目部讨要
工资。了解情况后，刘春成一面宣传
相关政策法规，引导工人通过法律

途径解决问题，一面与北京的公司
负责人积极协商工资一事。在此期
间，刘春成又为马平等人解决了临
时住处和伙食等问题。经过多次协
调，北京的公司同意为马平等人支
付工资。仅 6 天的时间，马平等 10

余名重庆籍务工人员就领到 6 万余
元工资。后来，马平夫妇将一面写有

“人民的好公仆 百姓的贴心人”的
锦旗送到刘春成手中。

把群众当亲人 为白血病患儿募款

“当一名合格的边防警察，首先
要学会与群众打交道，视群众为亲
人，要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来办。”
刘春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刘春成在走访时了解到，辖区群
众王永群年仅 4 岁的儿子王子扬身
患白血病，病情非常严重，共化疗 23

次，花去医疗费用 40 余万元，预计全
部治疗费用在 60 万元左右。王永群
夫妻无正式工作，一家三代五口住在

一处破旧矮小的房子里，小子扬生病
后，使这个原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
霜，就连小子扬一直喜欢的“奥特曼”
玩具也无力购买。刘春成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自己掏钱为小子扬购买了
一套玩具，小子扬拿着玩具高兴地对
刘春成说：“你就是我的‘奥特曼叔
叔’，我再也不怕病魔了！”在刘春成
的倡议下，全所官兵共为小子扬捐款
3000 余元。刘春成还印制了一批《倡

议书》，号召各界人士伸出援助之手
帮助小子扬早日摆脱病魔。

2012 年 2 月 14 日，一场主题为
“病魔无情，人间有爱”的捐款活动在
辖区开展起来，仅仅半天时间就募集
到 15000 余元。2013 年 1 月 11 日，在
刘春成的号召下，辖区群众又为小子
杨捐款 4 万余元。日照小天使基金也
送来 3 万余元的治疗款。在该所的倡
议下，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开始关注

和关心小子扬的身体状况，纷纷伸出
援手帮助小子扬渡过难关。担任社区
民警以来，刘春成先后与 7 名困难群
众结成了帮扶对子，帮扶困难儿童 2

名，为群众做好事、解难事 70 余件。
谈起他，辖区群众人人都竖起大拇
指。

“今年春节前本来打算再举行一
次募捐，最近因为所里的事挺忙只能
等节后再组织了。”刘春成说。

让同事过个团圆年 主动提出春节值班

刘春成的家在日照老城区，
离他的单位只有 13 公里。刘春成
告诉记者，他 2008 年来所里工作
后，除了 2009 年的春节因结婚必
须在家过外，之后他每年春节他

都是在所里度过的。
“我们所的军官和战士大部

分都是外地人，平常回家的次数
就少。我是本地人，平常比他们回
家的次数就相对多了些。”刘春成

说，考虑到这些，每年春节他都会
主动向领导申请春节值班。

刘春成的儿子过了春节就 1

岁半了，儿子过的第一个春节，自
己就不能像别的父亲那样陪在他

的身边，刘春成心里觉得对儿子
有点亏欠。

“我一个人不能回家过年，但
是 却 能 让 其 他 人 过 个 好 年 。值
了！”他说。

刘春成（中）向群众发送宣传页。

日照供电公司涛雒供电所所长曹际坤

3344 年年坚坚守守一一线线，，2200 个个除除夕夕不不回回家家

再过一周，马年春节就要到了。今年的
除夕夜，日照供电公司涛雒供电所所长曹际
坤仍要在供电所度过，这将是他从业 34 年
来，在工作岗位上度过的第 21 个除夕夜。

“在单位过除夕，心里踏实，现在电力基本不
会出现问题，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曹际
坤说。

文/片 本报记者 李玉涛

除夕不在单位 心里总不踏实

曹际坤(左)和供电所工作人员巡检线路。

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年
之中最重要的节日，不管身在天涯
还是海角，都会收拾行囊，回家团
圆。

然而，对于曹际坤来说，能在
家陪着老婆孩子过个除夕，简直就
是一种奢侈。工作的缘故，他不得
不在除夕夜，坚守岗位，确保家家

户户安全用电、放心用电。
曹际坤出生于 1960 年，老家

是涛雒镇大草坡村。1979 年，他参
加工作进入电力系统，在一线工
作。从 1993 年开始，他曾担任过高
兴镇、陈疃镇、三庄镇供电所所长，
2011 年，他被调到涛雒镇，担任供
电所所长。

“ 1993 年以来，基本每个除夕
都是在单位过的，说实在的，要是
在家过还真过不踏实，万一有个故
障，我们在单位能迅速出动到现
场，在家里遥控指挥总觉的心里不
踏实。”曹际坤说。

从 1993 年至今，他只有一个
除夕夜是在家里过的。“那年大年

三十的晚上，家属打单位电话，说
‘老祖’急性肠炎，让我回家看看，
我记得，那晚上 8 点多回的家。”曹
际坤说。

“这么多年除夕不在家里过，
‘老祖’都习惯了，初一我去给拜
年，头句话就问‘没事吧’，其实问
的就是‘电没事吧’。”曹际坤说。

今年除夕和妻子一起在单位过

今年的除夕夜，曹际坤仍要在
单位度过。他早已说服妻子，除夕夜
一起在单位炒个菜过节。

“姑娘出嫁了，她自己在家过除
夕也没什么意思，我就说来单位过
吧。”曹际坤说。

2002 年左右，当时曹际坤在陈疃

供电所工作。有一年除夕夜，妻子带
着女儿来到单位陪他一起过除夕。值
班期间，不能睡觉，为了防止打瞌睡，
曹际坤看电视到了半夜，结果妻子和
女儿都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当时条
件差，看着她们娘两趴着睡着了，心
里也觉得不好受，但既然从事这份工

作，就要担起这份责任。”曹际坤说。
34 年的工作经历，他也见证了

日照电网的变大变强。单是在涛雒
镇这三年来，他就切身体会到了供
电事业的快速发展。

“2011 年我来的时候，一个月供
电量也就是 6 7 0 万度电，现在得

1800 万到 2000 万度电。”曹际坤说，
随着国际海洋城的发展，用电量也
在快速增长。

“其实工作以来，我一直是在农
网的岗位上，农网有它的特殊性，我
对农网也有很深的感情。”曹际坤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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