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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大寒，农历腊月二十六。
大寒是一年里最后一个节气，坚冰
深处春水生，大寒是酷寒的结束，同
时意味着春天也不远了。过了大
寒，二十四节气又走了一个轮回。
过了大寒，春节一天天的近了。过
了大寒，又是一年。

生活需要仪式感，仪式感就是
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
个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对于大部
分中国人来说，每年最具仪式感的
日子便是春节了。而春节最好的仪
式感，便是回家过年、回老家过年，
一年一度的春运也是对这种仪式感
最强的一份展现。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伴随着
越来越浓的年味，满怀亲情乡愁的
各路游子，拎着大包小包奔向火车
站、汽车站、机场，踏上辛苦、充满牵
挂但却温馨的回家路。

回头想想，从上学到工作，没有
离开山东半岛，即便离家如此近的
距离，还是感受到了春运的人山人
海。之前坐汽车回老家，虽然购票
的压力相对小点儿，可小小的候车
厅里候车的长队总是拐了好几道
弯。后来参加工作，便是直接切身
参与到春运的保障工作中来。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
越多的人选择航空出行，今年是烟台
机场客流量突破1000万人次大关后
的首个春运大考，每次经过候机楼，
看到的都是一片有秩序的繁忙景
象。自从烟台机场迈入“千万级机场
俱乐部”，每天需要参加民航局的两

次全国运行讲评会，机场的气象情况
也是重要的汇报内容。作为民航气
象保障人员，肩上的压力不可同日而
语。有压力便更加有动力，每一份精
细的天气预报，都是预报员绞尽脑
汁、综合分析得出的结论，这一切只
为保障航班运行安全和高效。

为期40天的春运还在继续，对
于民航人来说，春运意味着坚守岗
位、默默付出。对于幕后的民航气象
人来说，更是如此，每天相伴的只是
一排排电脑屏幕、一张张天气图、一
份份电码报文，五个人分布在三个岗
位，支撑起每天机场的气象保障工
作，看起来是“孤独”的。而在我看

来，这份“孤独”更应说成是“坚守”，
将大自然的未知变为可知,排除外界
纷扰，专注观察分析天气形势，提供
真实可靠的气象信息。每天看着一
架架飞机在跑道上腾空而起或从空
中稳稳的降落，预报的气象条件与实
际情况一致，这种职业自豪感犹如过
年般的快乐。

爆竹声声辞旧岁，在新的一年
里，借千万级这股东风，烟台机场必
将迎来更加高速的发展。我们只争
朝夕、不负韶华，用实际行动践行初
心和使命，为烟台机场的跨越式发
展做好持续安全的保障。

航务保障部张春晓

又是一年春来到

航务保障部 刘熠

守望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
屠苏。”春节作为我们中华民族最隆
重的传统节日，虽然蕴含的意义随
着时代变迁有所变化，但其中所承
载着的千千万万中华儿女魂牵梦萦
的合家团圆梦却始终没有变。

曾有人说，人生如同一场旅行，
而春运便是这场旅行中最美的风
景。无数游子在亲情的召唤下，每
年都要在这段时间完成着“春节大
迁徙”的壮举，游子们跨越万里阻隔
踏向归途，上演着一场场中国式的
乡愁。春运的产生源自于我们每个
人对故土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是
每个思乡的游子内心乡愁的生动反
映。当每个人的乡愁不断汇聚，便
成了春运这种“春节大迁徙”，这也
是中华民族大乡愁的真实写照。

一年一度的春运，对民航人来
说是一种考验。春运短短40天，但
冬季寒冷，雨雪天气居多，几乎每年
都有因天气原因造成大面积航班延

误，候机楼内挤满旅客的情况。保
障候机楼内温度适宜、照明充足、电
扶梯安全运行、饮水机正常工作、充
电桩可正常使用等均是作为候机楼
设备保障科一员的责任。每日切实
做好设备巡检工作，加强巡检次数，
提高维保质量，只为给旅客提供一
个舒适的候机环境。登机桥、行输
系统作为机场重要生产运行设备，
它们的正常运行与否，直接影响到
旅客上、下飞机的环节，从而影响航
班的正点率。设备科值班人员每日
严格按照巡检制度对登机桥、行输
系统等设备进行检查，全力保障设
备的正常安全运行，确保不因登机
桥及行输系统影响航班正点率，影
响了旅客回家的心情。天气寒冷，
设备故障率增高，全力保障候机楼
内设备设施的正常安全运行，不遗
余力地奋斗在春运一线就是我们责
任和力量的体现。面对2020年春
运，作为民航工作者，我们必须牢记

使命，站好岗位，为归乡者提供坚实
有力的保障，让旅客笑容满面、平安
回家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春运一直在变，小型飞机到大
型客机速度更快，窗口排队到网上
购票更加便捷，从过去的“走得了”
到现在的“走得好”，处处凸显着民
航服务至上，以人为本的理念。春
运又没有变，那便是人们对团圆的
渴望，是民航人始终为人民服务的
初心，是民航要满足人民美好出行
的承诺——归乡路，我们为你站岗！

建设管理部 马芳芳

一如既往，保障您的回家路

2019年的冬天冷得格外晚，每
年11月中旬就下起了雪，2019年却
硬生生的拖到了12月底。这反常的
天气带来了阴雨绵绵和大面积的雾
霾天气，糟糕的天气质量使得人体
免疫系统下降，医院却忙翻了天。

冬天不冷就失去了冬天本身
的韵味，只能由路上行人花式穿衣
为冬日增添点色彩了。但我却独
想念儿时穿着大棉裤踩着过膝厚
雪，扛起屋檐冰柱回家化水的日
子。家家户户门外堆着过冬的大
白菜，阳台上挂满萝卜干。简单却
幸福满足。

临近年关，但是大街小巷却显
得有点清淡，大概是线上购物的方
便，超市购物点的遍布，便捷的生
活，人们不再需要储藏年货了。快
递点却忙的不行，一大早就堆满了
快递包裹，快递员忙碌的分拨着。

雾蒙蒙的天气让冬季显得更凋
零了，孩童结束了期末考试，但也不
能放肆地在街道玩耍，室内活动慢
慢取代了室外，当然孩子室外活动
场所也越来越少。还记得自己放假
后大街小巷地窜，到点儿就回家吃
饭，很是自由呢。火车站机场热闹
非凡，是最能感受到年味的地方。
大家大包小包，满脸欢笑的准备踏上
归家之路。抱上小的，提着行李和为
家人准备的年货，满头是汗，不过幸
好有机场的服务人员，身穿红背心的

青年志愿者们热情的帮助，这归途才
没有那么的狼狈。烟台机场装扮一
新，挂上了中国福，布置上鲜花，年味
满满。从早上四点半开始，工作人
员就开始了忙碌的一天，出发大厅
已经人潮涌动。虽然累但是很充
实，是工作更是一种职业责任感。
他们在吃饭时互相替班草草的吃上
几口，累了坐在休息室椅子上眯一会
儿，一天常达接近20个小时的连轴
转，无论何时，当站在工作岗位的那
一刻，他们的脸上依然是“青春洋
溢”。微笑是我们通用的语言。

暖冬，在烟台机场感受到的是
冬天内心的暖意。是烟台机场人带
给所有归途人的祝福。祝福大家在
新的一年里阖家幸福，安定团圆。

安全检查部 孙茜

暖冬
1月7日，烟台机场迎来了入冬

后的第一场大雪，转瞬之间，大地好
似银装素裹，也终于有点快要过年的
味道了。春运，一个牵动着无数中国
人的时刻也跟着来了。

春运被誉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
的、周期性的人类大迁徙，在40天左
右的时间里，有3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
动，相当于全国人民两次大迁移，并
且这种规模的人口迁徙每年都要来
一次。1月 10日，春运大幕正式拉
开，航班量、客流量相较往日迅速增
加，伴随着大雾、雨雪恶劣天气的来临，
航班延误、流控的增加，给人们的出行
带来了诸多的不便。漂泊在外，思念
故乡，人生故土难离，落叶归根。游子
们一想到回家，心情便久久不能平
静。过年了，回家是大家共同的心愿。

面对这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潮，护
卫保障部全体职工将用辛勤的付出，
带给旅客一份安宁与温暖。我们将
用最饱满的情绪，最安全的操作，最
贴心的服务，为回家的旅客们送上最
舒心的乘机体验。

春运，咱们中国人的回家路 。回
家是世间最美的旅行，每张机票都蕴
藏着一段幸福的回忆。回家的速度
快了、方式多了，但是肩上的背包、背
后的行囊，脸上的表情，永远写着回
家的幸福，再远的路都抵挡不住归家
的热情。

春运虽然忙碌，但是我们依旧在
岗位上恪守职责，用热情高涨的姿
态，把温暖带给每一位归家的旅客，
保证每名旅客安全到家，有平安，才
有团圆！ 护卫保障部 李涛

平安春运回家路

不知不觉，春节悄悄摸近，树上
一眨眼戴上了红红的吊坠，门上的春
联犹如双胞胎兄弟般念着祝福的话
语，孩子们你追我赶的笑声印在心间，
全家其乐融融。春节，一个充满魔法
的节日，无论身处何地，无论有钱没
钱，无论阴晴圆缺，无论风霜雨雪，它
都会把亲人带回家，填满整家的幸福，
让你忘却一年的艰辛，让你带着希望
开始新的征程。

人们的脸上带着笑容，匆匆地穿
梭在回家的大军当中，肩上背的不是
行囊，是给家人的爱。身上褪去一年
的不易，焕然一新的是回家的喜悦。
喜悦的步履中夹杂着焦急，车站人山
人海，拥挤不堪，一个挨着一个，数着
一辆一辆路过的列车，焦急地盼着自
己回家的那辆，骄傲地对旁边的人说：

“兄弟我的车来了。”仿佛此刻回家就

是骄傲。
身为一名场道保障人员，烟台机

场就是我的战场，跑道就是我的阵地，
我不能像他们一样回到家的怀抱，可
我能体会他们的快乐，我要用一丝不
苟的工作，为他们保驾护航，用冷夜里
一次次地巡查，换来旅客飞机上的其
乐融融，用手中的工具，为旅客坚守住
回家的轨道。让旅客把幸福带回家，
把快乐传遍祖国大地。

我只是这服务大军中的一员，还
有千千万万的人坚守在岗位上，不能
与家人团聚，我们坚信，只要能给一个
人带来安全出行，我们的努力就是值
得的，只要能去除一个安全隐患，我们
的辛劳就是有意义的。旅客的欢声笑
语就是我们奋斗的唯一理由。

场务保障部 王千里

我来守护你的幸福

春节是呼唤春天的节日，预兆了
吉祥如意，幸福美满，象征了一元复
始，万象更新。春节也本是一个与家
人团圆相聚的日子，人们满怀希冀，对
新年翘首以盼；到处张灯结彩，喜气洋
洋。然而，在烟台机场塔台管制科有
这样一群特殊的旅客们看不见的守护
者，他们为了保障春运航班起降的安
全，在佳节期间仍然不分昼夜地坚守
在工作岗位，他们的指令来往在与飞
行员通话中，有条不紊地为一个个回
家的旅客保驾护航。他们集万众之
心，合千钧之力，确保春运旅客归家之
途安全、舒适、顺畅。哪有什么岁月静
好，只因为有人负重前行，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名字——空中交通管制员。

民航的运营安全不单指航空器
的运行安全，更涵盖了航空器上每名
乘客以及机组人员的人身安全，民航
安全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心！保障每一
架航空器的飞行安全与正点，是我们
管制员的使命和责任，春运期间更不
能松懈。举国欢庆假期节日的团圆，
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大红灯笼高挂，彩
旗春联庆祝标语无不透着浓郁的祥和
喜庆。热闹背后似乎只有机场塔台管
制室里，依然那样的安静严肃，席位上
的管制员们的神情和平日一样的专
注，不见丝毫懈怠。此时此刻，塔台上

键盘声、鼠标声、进程单书写声、电话
声、与机组通话声、各个席位之间的沟
通声交织在一起，从岗位上认真监控
飞机动态，按下话筒一字一句发出明
确清晰的指令，协调席上时常响起的
电话沟通协调汇成了烟台塔台春运的
交响乐符。春运，对于每个管制员都
是一次挑战，对岗位的坚守，不断地在
保障空中安全和顺畅的同时寻找着家
庭和工作的平衡点，我们守护着自己
的家，但同时我们更会守护千万游子
的归程，平安春运，情暖蓝天。

密切地关注飞机安全起降是塔
台管制员的职责，这一切从未因春节
的到来而改变，从航务部领导到塔台
带班主任，口中强调的也依然是那两
个字：安全！这是我们这份职业所赋
予的使命，365 天，24 小时，3600 秒，
时刻如此，不曾间断。只是在春运中
冷冷的波道里，比往常多了几分温度，
飞行员会道上一声“新年好”、“你们辛
苦了”，这或许是在这特别日子里值守
岗位最暖心的新年礼物，同时也传递
出这份坚守的职责和担当。别人在爆
竹声中除旧岁，空管人在飞机轰鸣声
中向过去的自己致敬；别人在烟花绚
烂中许下新年愿望，空管人看着夜空
中的进近灯为自己骄傲。

航务保障部 谢冲

春运路上的“守望者”

护航护航为爱

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