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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万，这是一个激动的数字，一

个光荣的时刻；一千万，这是一个梦想
的历程，一面胜利的大旗；一千万，这
是一个发展的奇迹，一座雄伟的丰
碑！光荣的2019啊，光荣的1000万，
光荣而崭新的烟台蓬莱国际机场。美
好的瞬间，定格成千万的记忆；奋斗的
画笔，挥洒出千万的华彩；雄浑的数
字，铸就起千万的空港。千万之歌，唱
响空港！这是空港硕果累累的季节，
沉甸甸的果实散发着千万的芬芳；这
是空港春风得意的时光，娇艳的丰姿
里洋溢着胜利的喜悦！我们为您骄
傲，我们为您欢呼，我们为您感到无尚
的荣光与自豪！

曾几何时？百万的欢呼已化作久
远而模糊的记忆；曾几何时？一百万
还是当年那么殷实的渴望，五百万更
是两代机场人的梦想，而千万只是我
们一个遥远的企盼。曾几何时！五百
万轻松而过，八百万弹指一挥，再看今
朝，千万已过，破关斩将，三年翻番，奋
进的步伐超越了我们所有的想象！岁
月如流，不负韶华，雄鹰翱翔，鲲鹏展
翼，美丽的烟台空港，像一只征战千里
的雄鹰，挥舞起千万的翅翼！

雄鹰翱翔，与时俱进，我们无愧于
一代民航人……

千万里飞翔，千万里驰骋，千万里
奔袭，在千万的征程上，曾有过多少焦
灼的企盼，多少难眠的日夜，多少智慧
的汗水，多少无私的奉献？！铁骑洪
流，旌旗飞扬，金戈铁马，战歌嘹亮，千
万吞吐，大功已成。对机场而言，千万
是发展的转折，时代的机遇，荣誉的定
位，千万人的嘱托和期冀；对个人而
言，千万是我们这一代机场人最大的
荣光与幸福，千万不是每一个人都能
遇到，而又有几个千万可以相逢？千
万是几代烟台机场人的梦想，千万是
烟台机场最美的标志，也是空港发展
历练中最大的成就。我们曾为其奋
战，我们是千万机场的一员，这是历史
赐予的无尚的光荣！当胜利的喜悦欢
呼在空港的蓝天之上，我们每一个人
为千万之中的一代民航人而倍感荣
耀。千万之行，她展现了烟台机场的

风采与体魄，展示了烟台空港的力量
与能量，展出了烟台机场的速度与辉
煌；千万吞吐，她凝聚了我们的大智
慧、大手笔、大发展；千万机场，她向烟
台、山东和中国民航，交出了一份最为
完美的新时代答卷。

雄鹰翱翔，众志成城，我们无愧于
一代民航人……

风花雪月，365个日夜，一群新时
代的奋斗者，勿忘安全之心，肩负千万
使命。一手紧抓安全，一手托起千
万。优秀的员工，卓越的团队，拼搏的
精神，团结的力量。我们见证了航空
国旅人的辛勤忙碌，昼战夜忙；看到了
航管人紧持的话筒，专注的眼神；听到
了通讯人迅畅的电波，云图的驻守；看
到了运控人的沉着指挥，监管严格；见
到了机务人的风雨奔波，一丝不苟；安
检人的铜墙铁壁，职责坚守；旅保人的
甜美笑容，真诚服务；货运人的辛苦奔
劳，汗水挥洒；护卫人的昼夜巡逻，安
防驻守；场务人的风雪穿梭，默默奉
献；配餐实业人的风餐供保，敬业创
收；建管综保人的不计繁锁，通前勤
后；还有那公安干警的盾心鹰目，空港
卫士；T2二期工作者忙碌的身影，沉甸
的责任；更有那机场中枢的管理者们，
睿锐的智慧，协调的高效……两千精
兵，几百悍将，机场的统帅和将军们，
更是运筹帷幄，殚精竭虑，调度有方，
战旗挥舞，扬戈千万！安全高效，有条
不紊，目标明确，胸有成竹。多少人以
场为家，枕戈待令，默默奉献；多少人
驻守岗位，安全正点，倾力保障。路过
的皆是风华，留下的尽是回忆。在千
万的航线上啊，曾留下我们光荣的足
迹，奋斗的年华；在千万的航班上啊，
曾闪现我们光荣的精神，无悔的身影。
雄鹰翱翔，辉煌岁月。我们无愧于一
代民航人……

一九八四到二○一九，机场35年
的发展历程，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
累积，一岁一个期盼；2015新机场搬迁
以来，更是日新月异，突飞猛进，跨越
发展。开拓创新进取，航班成倍增长，
安全稳固运行，服务优质高效。企业
文化，员工福利，规范管理，基础建设

等等，时刻发生着质与量的飞跃。在
这千万之际，我们从没像今天这样感
到成就与自豪；从没像今天这样感到
团结与和谐；从没像今天这样感到幸
福与温馨。新旧交替，仙境之地，从山
到海，山海来潮。仰望美丽的空港，这
是一个神奇而灵动的地方，她流溢着
彩虹和好运；仰望美丽的空港，这是一
个令人留恋而信赖的地方，她养育了
你我，恩惠了万家；仰望美丽的空港，
这是一个难以忘怀、催人奋进的地方
啊，她让我们情怀满溢，感恩回馈、爱
之弥深。我们荣幸：做了机场人；我们
荣幸：奉献了机场；我们荣幸：做了千
万机场幸福的一员。

千万，是一座丰碑，昭示了一个成
就，也挥指了更需奋进的前方，持续发

展，重任在肩；千万，是一个完美的终
点，也是一个奋发的起点，安全和发
展，服务与效益，T2的建设，更加任重
道远……千万的翅翼，更需要我们去
坚强地托起；千万的辉煌，更需要我们
用智慧、汗水、保障和贡献来浇灌；千
万的果实，更需要我们在2020年大放
异彩。光阴荏苒，岁月如流，挥别
2019，多少感慨在心里，几多豪迈于胸
中，千万之歌撼动情怀，蓦然回首之
际，不仅热泪盈眶；展望2020，千万的
征程依然波澜壮阔，团结的力量让我
们释怀，奋斗的精神让我们无惧，发展
的智慧让我们充满信心。在新的一
年，让我们叩问初心，砥砺奋进；让我
们追逐梦想，雄鹰展翅；让我们勇毅笃
行，不负韶华！ 货运分公司柳富宇

雄鹰奋飞新时代
空港展翼破千万

砥砺前行展望未来
———记烟台机场旅客吞吐量破千万

这是一片古老而沧桑的土地：黄渤
交汇，浪涛拍岸，东方破晓，沙鸥翔集。
旖旎北国风光与繁华的现代文明相融
共生，慢慢孕育成了今天的烟台。

北纬37°、东经120°———这是
烟台国际机场的地理坐标。从这里出
发，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13小时内
皆可直达，近百座海内外城市与烟台

“天涯若比邻”。
每座机场都是一个城市的门户，也

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1984年
通航以来，烟台机场的发展脉络清晰可
见。那一年，银鹰飞抵胶东半岛；那一
年，民航在烟台萌芽成长；那一年，来自
五湖四海的民航人来到烟台，为烟台机
场发展注入活力和生机。自此，天涯海
角不再遥远，碧海蓝天近在眼前。从老
莱山军民合用机场到如今蓬莱现代化
新机场，吞吐量从几百、几千、几万人次
到几十万、几百万人次。2019年在胶
东半岛这片热土上，烟台机场人正“撸
起袖子加油干”，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
的历史———实现机场年旅客吞吐量
达1000万人次，成功迈进了“千万级机
场俱乐部”。35年漫长过程中，凝聚的
是一代代烟台机场人的汗水和智慧。
在跨越式发展的背后，烟台机场人上下
同心，视安全为生命线，以真情服务为
不懈追求。

2015年烟台新老机场一夜“无缝”
对接，创造了国内一夜成功转场的典
范，在中国民航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从此，烟台机场踏上新征程，飞
行区指标达到4E级，筑起一座气势恢

宏、出行便捷、通达世界的现代化国际
空港。仅有单一跑道、单一航站楼的烟
台机场，多年来不折不扣地在这个小舞
台上演出着大戏。转场四年是烟台机
场集团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4年，也
是开拓思路、创新发展的4年，一步一
个台阶，一年一次飞跃，机场年旅客吞
吐量也完成了 600 万到 800 万再到
1000万的“三级跳”，首次突破千万人
次大关，跃升为一颗璀璨的“千万”新
星，这一突破是烟台机场从量变到质变
的突破，是烟台机场发展历史上的飞
跃，同时也意味着烟台机场安全保障和
运输生产能力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已
进入了黄金发展加速期。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梦圆
今朝，一箭飞冲云霄，35年来，烟台机
场在建设中蹒跚起步，在发展中探索前
行，在整合中振翅腾飞，走上了一条从
停滞不前到后发赶超的漫长奋进路。
这期间，有艰辛和汗水，也有辉煌和微
笑。成功的喜悦伴随着成长的曲折。
烟台机场的发展，凝结着几代机场人的
心血，汇聚了无数人的梦想，成绩的取
得来之不易。

蓦然回首，风云纵横，35年奋进，
35年跨越，35年巨变，35年辉煌。回
首过往，峥嵘岁月；展望未来，光明灿
烂。烟台机场正在新时代民航强国建
设道路上不懈奋斗，谱写壮丽史诗。百
舸争流千帆过，而今迈步从头越，站在破
千万吞吐量新起点上的烟台机场，必将
眺长远，飞得更高。航务保障部 谢冲

烟台机场过千万
齐心协力创辉煌

2019年12月30日上午，伴随着
MU277航班的平稳落地，烟台机场
的第1000万名旅客诞生。烟台机场
也从此跨入千万级机场行列。

作为一名航空国旅人，我更是对
烟台机场冲千万的日子记忆犹新。
每天伴随着太阳的升起，我们国旅人
都会默默地为彼此加油。面对每一
位旅客，我们用心服务，耐心解答乘
机须知；面对一张张客票，我们用专
业的态度和高标的水准来严格要求
自己。如遇突发情况立即启动应急
预案，手机24小时开机待命，在最忙
的时候我们国旅的小伙伴们甚至连
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为了冲刺千
万，每个航空国旅人几乎都做到了不
眠不休,更有敬业的同事因为票务工

作繁忙而累倒在了岗位上。曾经有
领导开玩笑的问我们：“这么拼，你们
不累吗？要劳逸结合呀！”我们都异
口同声的回答：“为了咱们机场早日
过千万，再苦再累都值得！”因为烟台
机场过千万，早就已经成为支撑航空
国旅人心中坚持不懈奋斗的信念了。

而今，烟台机场终于冲关成功，
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更是大家
最期待的结果。宝剑锋从磨砺出，梅
花香自苦寒来，只有在经历过磨难、
辛劳之后收获的果实才格外甘甜。

烟台机场必将会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继续发展壮大！祝愿我们的
大家庭———烟台机场的未来之路
越走越辉煌！

航空国旅 孙琳琳

我与机场共同进步的一年
2019年12月30日，烟台机场终

于完成了年旅客吞吐量1000万人次
的重大跨越。这一年来，为了这一目
标的达成，机场各部门都拿出了不同
以往的劲头，无论是从飞机的维护导
航、候机楼的后勤保障，还是对旅客的
真情服务与航空市场的开拓，我们都
可以感受到这一年来机场在原有基础
上的改变和进步。

作为保障整个航站楼旅客正常出
行的候机楼设备科，在今年时刻奋斗
在服务保障的最前线，为机场每天的
正常运行做出了贡献。作为旅客进出
候机楼的唯一通道，电梯与扶梯是设
备科每天保障的重要环节之一。为了
方便旅客出行，保证旅客的安全，设备
科大多时候将电扶梯的维保时间放在
旅客稀少的晚上，有时与电扶梯维护

人员工作至深夜甚至通宵，完成电扶
梯的多次维护翻新与调速。对于关系
到航班正常运行的登机桥，设备科更
是煞费苦心，在炎热的夏季烈日下，在
寒冷的冬天晚上，设备科人员与登机
桥维保人员一起对登机桥进行保养检
修，保障登机桥从未出现影响航班的
不正常情况发生。

另外，对于机场暖通、电力系统和
行输系统的巡视，更是设备科人员每
天的重要工作。从早上上班开始，设
备科就对各部分的巡视区域进行分
配。每个人对自己所负责的部分尽职
尽责，通常可以第一时间发现问题所
在，在旅客没有察觉的时候就完成对
故障部分的修复。对于行输值班室、
toc控制室的值班人员，更是在工作时
容不得半点马虎。为了保证异常情况
时的求助电话能够随时接通，设备科
对吃饭、巡检时间进行了合理的分配，
保证值班室随时都有人员待命。同时
设备科人员对各自负责的设备台账进
行认真填写，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对故
障情况、设备状况进行整理分析，以掌
握设备的使用情况，方便进行预估和
申报，保证维修及时不缺件。

通过对这一年工作的亲身经历与
所见所闻，我深深地感受到设备科以
及全体机场员工为机场突破千万做出
的努力，也正是通过这段经历，让我们
对机场产生了更加深厚的荣誉感和使
命感，加深了我们为机场的高质量发
展做出更大贡献的决心。预祝明年烟
台机场更上一层楼。

建设管理部 卢衍辉

从“四千万”到一千万
祝贺烟台蓬莱国际机场“喜提”千

万机场！
我骄傲，自己是烟台机场大家庭的

成员之一；
我自豪，我们的事业达到了一个新

的里程碑；
我难忘，那些努力奋斗、认真工作

的身影。
此时此刻，回首突破千万的道路，

我知道我们自出发就必将胜利，因为我
们拥有“四千万”，而这“四千万”还会引
领着我们继续前进,这“四千万”就是：

千万安全

周恩来总理曾指导民航工作“保证
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
常”。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四川航空“中
国民航英雄机组”时，强调“安全是民航

业的生命线，任何时候任何环节都不能
麻痹大意”。每一个烟台机场人都把

“千万安全”牢记于心，落实于行，确保
安全就是最大的政治责任和政治担当，
我们积极主动落实标准，以“对安全隐
患零容忍”为核心理念，用更宽的视野、
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对待安全工
作，从道面检查到鸟害驱赶，从助航灯
光巡视到电力操作，“千万安全”一直是
不变的标准。

千万努力
勤奋是成功的捷径，从1984年开

航，烟台机场人就把踏实、勤勉的老黄牛
精神刻在了骨子里，形成了民航人特有
的作风。哪怕在正月新年里，雪情就是
命令，做好场道除冰雪我们义不容辞，每
当天气预报机场有降雪可能，我们总是
自觉放弃休息，走出团圆温暖的家庭，在

机场集合备勤、除雪，我们驾驶着各种专
业除冰雪车辆常常从凌晨奋斗到半夜。
为了每一位旅客顺利出行，为了烟台机
场蓬勃发展，我们“千万努力”。

千万真情

服务旅客、保障航班，烟台机场
“真”的很拼，“情”您笑纳。我们对旅
客、对驻场单位、对我们的大家庭都做
到了“千万真情”，真情交往让我们的路
越走越宽、越走越快，获得了良师益友、
交到了天下朋友，旅客的认可、兄弟单
位的配合帮助就是最好的证明。路遥
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迟海鹰同志就是
凭借着三十年如一日的真情工作，获得
了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最美机场人荣
誉。他是我们的骄傲，更是我们的代
表，不论做人做事我们“千万真情”。

千万虚心

机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涵
盖多工种，细枝末节错综复杂，面对烟
台机场的高速发展，我们深知精神懈怠
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安全培训、
技能学习必须长期坚持，行业内最新的
管理标准我们学习、兄弟单位好的实践
经验我们请教、社会各界好的建议意见
我们聆听。不为成绩所沾沾自喜，我们

“千万虚心”追求更大进步。
山高人为峰，现在我们站在千万

机场的山顶，看到了更多的高山等待
着我们，二期航站楼、两千万客流量、
二跑道……我们的路还很长，千万机
场只是起点，我们携带着“千万安全”、

“千万努力”、“千万真情”、“千万虚心”
继续前行。 场务保障部 鲍承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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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机场分公司 范兰民摄

有种感情，看似平凡，却浇铸出生
活的希望；有种精神，看似无华，却成
就了不凡的业绩；有种存在，看似无
形，却令人豪情万丈；有种成长，看似
孤独，却又如影相随。烟台蓬莱国际
机场就是那个给予我们希望，塑造我
们精神，值得我们骄傲，伴随我们成长
的存在。

弹指间，我已经与烟台国际机场
走过七年多了，在与它共同成长的时
间里，一路感动，难以忘怀。当年，刚
刚走进烟台国际机场的时候，我还是
个毛头小子，它貌似也是乳臭未干。
当我还没适应离开大学的生活时，它
貌似也还在找寻自己的方向。当单纯
的我看到稚嫩的它时，我决定要与它
共同成长。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缘分
吧！那一年，《烟台空港》才正式创刊；
那一年，烟台—香港航线刚刚恢复；那
一年，与韩亚航空公司正式签订《布鲁
塞尔-烟台-首尔国际货运航线合作
协议》；那一年，全年旅客吞吐量才
298.4万人次......当时可能不能理解这
些信息和数据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意
义，但是我知道的是，这些都在见证着
一件事，那就是，烟台国际机场正在一
步一步地往上爬。

2013年，烟台机场旅客吞吐量突
破300万人次。2014年，烟台机场旅
客吞吐量突破400万人次。种种数据
表明，烟台国际机场正在蓄势待发，砥
砺前行。2015年转场至蓬莱，更是为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的腾飞埋下了伏
笔。2015年5月28日下午时分，机场
各部门安排好留守人员保障航班正常
运营，其余人员均乘坐各部门保障车
辆与特种车辆列队由莱山机场转场至
蓬莱机场。全程五十多公里，历时五

六个小时，所有人员、车辆安全到达目
的地。各部门工作人员马上各司其
职，为烟台蓬莱国际机场的第一架航
班的安全落地做好充足准备。当第一
架航班的身影出现在了天边，我看到
的是机坪上所有人员期盼的目光。当
航班缓缓降落、徐徐滑行、稳稳停靠到
停机位的时候，所有人的心也跟着落
在了地上，接下来就是鲜花、掌声、条
幅、记者……从这一刻开始，便正式翻
开了烟台国际机场的新篇章。经历了
烟台国际机场发展史上最辉煌、最精
彩的一幕，不仅充实了我的职业生涯，
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还让我见证了
机场的腾飞。

自从转场之后，烟台蓬莱国际机
场找准了自身的定位和方向，大踏步
跨越式的发展，旅客吞吐量屡创新高，
2016年突破500万人次，2017年突破
600万人次，2018年突破800万人次，
直至2019年突破1000万人次，从此
跻身大型机场行列。每每想到这，我
总是心潮澎湃，激荡难平。这一切的
一切既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机遇，也是
我们机场人的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每
当想起那些艰难而又快乐的时光，每
当想起与我并肩作战的同事，每当想
起我们不分昼夜、不分寒暑地坚守，我
都会庆幸，庆幸我有幸见证并亲身参
与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梦有多
远，路就有多远。七年的朝夕相处，七
年的荣辱与共让我深深的爱上了这
里，我将一如既往为机场的发展尽我
的绵薄之力。我相信烟台蓬莱国际机
场的明天会更好！

通信导航保障部 付扬

心飞扬，共成长

岁月的暖意，漫过时间的长河，轻
拂记忆的薄纱，我在时光斑驳深处，聆
听到花开的声音，是梦想之花，盛情绽
放在烟台机场每一个人的心尖之上。

烟台蓬莱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
突破10000000人次，这是烟台机场
人夙兴夜寐的期盼，也是烟台机场人
勇敢追逐的梦想。新岁初妆，美梦成
真，明日无疆，这一路繁花似锦。

我最怀念那一年，安检队伍只有
16名干部员工、2台X光机、2台安全
门和2把手持金属探测器，那一年安检
队伍刚刚改制由武警移交民航行业管
理，那一年是1992年。有人说过：这
个世界上有一千种等待，最好那一种
叫做来日可期。我愿意站在这里，从
这一秒开始倒数，等待多年后的相遇。

很遗憾我没能够在最初的时光中
与“你”约定未来，很庆幸我能见证

“你”最好的模样。青葱岁月蓦然回首
许许多多曾经青春稚气的脸庞如今都
变得成熟洒脱，许许多多曾经欢愉的
身影如今都变得沉稳健硕。新一代安
检力量的融入带来了新鲜的活力，安
检队伍年轻而富有朝气，安检工作青
春而又与时俱进，我们努力学习新鲜
事物，接收新的知识，用心推行智慧安

检、绿色安检。
今天，烟台机场正式迈入大型机

场行列的这一刻，成长忽然变成了每
一个人身上最闪光的印记，是不可磨
灭的梦想的支撑，是汗水的浇灌，是一
路披荆斩棘的拼搏。今天的安全检查
部追随着烟台机场的脚步一路风雨兼
程共同成长，如今的我们已经是一个
接近四百人的大家庭。网络上流行着
一句话“我喜欢，三月的风，四月的雨，
不落的太阳和最好的你。”作为烟台机
场的安检人来说：我喜欢，每一刻的烟
台机场，每一刻的安检，更加灿烂的明
天和为之辛勤付出的每一个你。

我们为候机楼里旅客的川流不息
而骄傲，为能创造烟台机场更好的明
天挥汗如雨而自豪，为能感受烟台机
场发展壮大的忙碌气息而兴奋，为心
中对美好未来的共同希冀而欢呼。雄
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新
的起点，新的征程，我们已经准备就
绪。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在为

“千万”奋斗的路上，我们从未怕什么
路途遥远，我们坚信走一步有一步的
风景，进一步有一步的欣喜，幸福，在
路上，努力，就能够到达远方。

安全检查部 金邱

梦想，在路上

你似乎注定会出现在我的生命
里，在我记忆最深处的记忆便是幼小
的我站在飞机旁照的一张照片。那
年我三岁，你七岁，我们都在慢慢长
大。

因为父亲的原因，我对你从小就
充满了各种好奇与喜爱，喜欢跟着父
亲去看你，喜欢看一架架飞机从你这
里起航，又有一架架飞机从你这里降
落。从小开始我便感受到你在父亲
心中的比重，下雪天半夜能听到父亲
出门的声音，接连好几天都没有看到
他的身影。父亲说这是他的职责，或
许这也是他对你的承诺，确保飞机安
全的出港，守护你的荣耀。

2013年我终于把自己正式介绍
给你，因为不陌生，所以才让自己更
加有勇气去完成一个个任务。当时
我的内心想的便是两件事，一是努力
工作不给父亲丢脸，二是让你认同我
的工作能力。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如
何去做，所以我当时就告诉自己只要
做到问心无愧就好。我开始正式地
去了解你，了解我不曾参与的过去以
及我要参与的现在和未来，我希望通
过自己的一份努力让你变得更好，虽
然这份力量很小但是我明白你的荣
耀就是由无数微薄的力量凝聚而获
得的。

2015年我跟随着你来到了新的
家，这个家让你变得焕然一新。我记
得刚搬家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会每天
站在山头去看你。我也换上了新工
装、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我能感受到
你的勃勃生机，我也能看到旅客们来
到新家时惊奇和赞叹的目光，我很骄
傲，为你骄傲也为自己骄傲。

2019年对你至关重要，你是否看
到家人们都在为你的荣耀而努力。
有些人从你诞生便陪伴着你，为你获

得荣誉而感到骄傲，在你遇到困难时
他们会挺身而出，无论高温台风还是
暴雪侵袭，他们都会一如既往地立即
来到你的身边。很多人把他们的青
春都给予了你，然后到离开的时候默
默与你告别。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代
代付出只为让你变得更好。

因为你让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
最美的天空，最美的日落。因为你让
我遇到人生的各种美好的相遇，同样
你也见证了我的各种幸福时刻。你
是如此与众不同，让我能够看到这个
世间的喜怒哀乐。有相见的喜悦、有
分离的伤心、有孩童好奇的纯真眼
神、有老人对儿女深深的思念。也是
因为你让我觉得自己身上的使命是
多么神圣，我用心地去帮助每一个需
要我帮助的旅客，因为帮助他们让我
内心温暖，他们表达的感激之情让我
觉得自己的存在是那么有意义。或
许这就是你在我生命中存在的意义，
让我去感受这世间的美好。

2019年你突破千万客流量，我是
如此骄傲与自豪。我更激动的是今
年我31岁，你35岁，你的成长我能够
参与其中。因为千万有我！

旅客服务保障部 王萌忆

感恩有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