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蔓
延，境内外防疫一线经受着日益严
峻的考验。每一个流程、每一个环
节、每一个细节都容
不得疏忽，一旦有
疏漏就将功亏一
篑。这是一个
没有硝烟的战
场，也是一
个检验初
心 使 命
的 考 场 。
2020年初，
护卫保障部
监护一科接集
团公司通知要将
监护把关人的战线
延伸到五号门。张
镇和吴官升同志主动
向科室请缨。从此，防护服、护目
镜、口罩等全套防护装备，成为他俩
每天的标配。在高标准、严要求的
防控模式下，经常会有个别旅客存

在不理解、不支持、不配合的情况。
身着全套防护装备的他们这时就会
化身为暖心“大白”，在做好高效登

记快速放行旅客的同
时，耐心向旅客解
释最新的疫情防
控要求。他们
的防护服上总
会写上“加
油”“欢迎
回家”等
文 字 ，让

长途跋涉的
旅客们感受

到家的温暖。
总有一种奋

不顾身的力量，点
燃青春热血。当寒

风遇见暖阳，所有的美
好终将如约而至。青年有力量，青
春有担当。逆行而上的奋斗青年，
时代筑梦，青春无悔！

护卫保障部 赵辉 路畅通

防疫五号门
“90后”的青春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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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不忘初心 安全检查部 赵斌绘

明朝大地理学家徐霞客，从小
就喜欢历史、地理、游记等，博览群
书，从小立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
夙愿。自此人生三十余年，在完全
没有他人资助的情况下，走遍大半
个中国，数次遇到生命危险，出生入
死，露宿街头，把自己考察的收获记
录下来，终于留下了举世闻名的地
理巨著《徐霞客游记》。

“心之所往，意之所向；力之所
及，毅之所达。”为了一个目标，矢志
不渝，排除万难，持之以恒，终于实
现了自己当初所立的宏愿，取得了
超乎前人的成就。这告诉我们，只
有坚定的意志、不忘的初心，身体力
行，方能实现理想，到达理想的彼岸。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指出，
广大党员干部要在经风雨、见世面
中长才干、壮筋骨，练就担当作为的
硬脊梁、铁肩膀、真本事，在有效应
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
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中冲锋在前、
建功立业。我们坚守的初心和使
命，就是要做到“心之所往、力之所
及”，不断强筋健骨、保持定力、不畏
风雨，以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埋头
苦干、真转实干的精气神，推动“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落实落
地，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
史检验的事实功绩，为人民群众过

上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
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

仁、游于艺。”若要建功立业，就要树
立远大的志向，以志明心、以志明
道。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志于道”
就是要守住我们的初心，始终把共
产主义作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继续发扬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团
结带领人民群众将宏伟的蓝图变为
现实。不负人民群众的期待，见贤
思齐、永葆先进。增强干事本领、锤

炼专业素养，确保有能力解决人民
群众最急最忧最盼的问题。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
的路；走得再远，达到光辉的未来，不
要忘记过往的前路和为何出发。我
党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风雨历程，在
这百年华诞之际，这颗为人民的初
心从未因时间的磨砺而损失半分。
让我们坚定不移地跟党走下去吧，
直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
现的那一天。 人力资源部于丹

意之所向 心之所往
——写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到来之际

有多热爱一份工作，就会对这份工作倾注多少
温柔。在朝阳似火的六月，有一群忙碌的身影穿梭
在人潮攒动的烟台机场，搀扶行动不便的老人坐上
轮椅、协助盲人旅客填写单子、牵着稚气未脱的小朋
友进安检，背着旅客的行囊帮助他们登机。把多一
度的热爱，多一分的温柔倾注在特殊旅客服务岗位，
俨然成为烟台机场服务的新常态

为更大限度满足航班特殊旅客的需求，旅客服
务保障部为无人陪伴旅客、老人、残疾人、行动不便
的旅客提供“一对一服务，手把手交接”服务，确保保
障特殊旅客时能够无缝隙对接，为特殊旅客提供一
站式服务，细化特殊旅客的通知和交接流程，做到重
点旅客重点关照，特殊旅客专人陪护。

据统计，烟台机场旅客服务保障部5月份共保障
“1205”位特殊旅客平安出行（其中出港460位，进港
745位），收到旅客本人及家属口头、致电、信件表扬
不计其数。

长久以来，旅客服务保障部一直把特殊旅客服
务当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根据不同类型特殊旅
客的需求，不断创新和优化服务内容，为旅客出行提
供便利，让服务人员真正成为旅客的贴心人。

旅客服务保障部 于雷

多一度的热爱

疫情肆虐以来，候机楼入口处的测温验码岗成为
了旅客进入候机楼的第一道关卡。在日常工作中，安
全检查部监护科发现有许多外地旅客，尽管已注册过
健康码，却不知道从哪里打开，在搜索健康码的过程
中，常常造成拥堵。而扫描宣传刊板上的山东健康
码，又需要重新填信息，不仅浪费了旅客的时间，还影
响了通行效率。于是，监护科人员上网搜索了黑龙
江、吉林、辽宁等多地的健康码，打印出来张贴在宣传
刊板上，外地旅客只要扫一扫就能出示在当地注册过
的健康码，解决了旅客的出行困难，提升了旅客的出
行体验。 安全检查部刘晓妮

细节入手提升旅客出行体验

小区西头有棵老桃树，枝枝叉
叉的大树冠遮了好大一片荫。每当
春天来临，一树桃花引得蜂飞蝶舞，
近看远看都灿若云锦。爱花的人不
惧春寒料峭，可以站在树下赏玩半
日；即便那不爱花的，走到树旁也会
驻足观望，啧啧称赞这棵老桃树年
复一年花团锦簇，该不是成了桃树
精了吧。

早年这里都是农家院落，二十
年前归了城里，拆了农家院改建成
居民楼。改建时开发商想砍了这棵
树，老支书不同意，他说桃树是村民
的保护神，万万不可砍杀；如果实在
碍事，可以考虑
移栽。

建筑设计院
的主设计师是个
大叔，极爱花，他
来实地查看时，
恰好桃花正开得最盛，那一树粉红
让大姐惊叹不已，硬是把老桃树设
计到了楼间最恰当的位置，无论从
哪个巷口看，都能窥见老桃树的花
枝叶。真有一种“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感觉。

听邻居刘叔讲，自他记事起这
棵桃树就长在他们家的院墙外。儿
时爷爷告诉他，这是一棵野桃树，可
以活得很久。刘叔说，小时候每年
到了清明节，母亲都会小心翼翼剪
一段新桃枝，再绑上后山拔来的一
把绿艾蒿，插在门口辟邪。

桃树能辟邪的典故，来自夸父
追日的故事。夸父与太阳竞跑，一
直追赶到太阳落下的地方；他感到
口渴，就找到了黄河、渭水。黄河、
渭水的水不够，夸父就去北方喝大
湖的水。还没赶到大湖，就半路渴
死了。夸父临死前丢掉他的手杖，
手杖立刻化成了桃林。中国人喜爱
桃子，不仅它汁多肉甜，充饥解渴，
也寓意着长寿富贵。夸父追日身披
万道金光，手杖则是他追赶太阳的
能量棒，而鬼魅则惧怕阳光，故有了
桃树驱鬼辟邪之说。

桃树辟邪来自于传说，但桃树
枝可以治病则是现身说法。

破“四旧”、立“四新”那年，疃里
有几个学生娃要砍了这棵树，说是
桃树被妖魔化了，属于“四旧”。老
支书不让砍，可又找不到过硬的理
由。当时刘叔也是村干部，机灵的

他想起自己家里有一幅宣传画，上
边有毛主席的诗词《卜算子 咏梅》，
背景上画着一枝傲雪盛开的梅花。
桃与梅花型相似，刘叔说，可以用这
幅画保护野桃树。老支书一拍脑袋
说：“妙！”立刻把画装裱好，直接挂
在了桃树上。野桃树因此逃过一
劫，他似乎真有灵性，自此后越发花
开得殷勤，果结得密实。只是野桃
子小，奇酸，真爱吃它的人不多。

那些陈年往事，诉说的不仅仅
是桃树的命运，也是无数人的风雨
人生。时光流转飞逝，昔年年轻力
壮的老支书、如花似玉的刘叔，而今

都成了白发老
人。过去低矮破
旧的老房子，也
变成了一排排整
齐的居民楼，楼
舍之间绿化带种

了很多棵樱花、玉兰。
老桃树花开得再美，也是一时

光景，当他繁华落尽，人们走过他的
身边时便显得脚步匆匆。我也爱
花，但更喜欢看花落后老桃树萌发
的嫩叶，尤其是暖阳灿烂地照着，那
满树绿色特别柔美清新。筋络分明
的叶片，诉说着大自然造物主的精
妙，风一吹，细细索索的声音响起，
似无数个绿色的小精灵在齐吟合
唱。

忽一日，我又在老桃树边看他
的叶子，它们已从嫩绿变得青葱。
不经意间，我看到很多毛茸茸的小
毛头在枝叶间探头探脑，那呆萌的
小样子就像刚刚出生的婴孩……这
让我对老桃树更多了一份亲近。每
天路过时，我都停下脚步看看小毛
头们是否又长大了些。

小毛桃越长越大，也越来越克
制不住地展现着自己，它们向飘过
的云朵、飞过的小鸟、甚至枝叶间穿
过的清风，不住地打着招呼。偶尔
也有粗心的鸟儿踩疼了它们，甚至
还踩落了几个总也打不起精神的兄
弟姊妹。老桃树总是对它们絮絮细
语，似在不住地安抚着娃儿们：稍安
勿躁，成长总会有代价，要学会耐得
住寂寞……

老桃树就这样年年绵延着生
息，享受着阳光哺育般的美好。而
我每天试着去读懂它的人生哲理，
希望我也能悟出许多做人道理。

航务保障部盛春子

老桃树

那一串串闪耀的清晨，
连缀熠熠生辉的日子；
七月，招展胜利的旗帜，
七月，深情俏然地滋生。
随着小康社会的莅临，
更加的丰腴、浑厚、鲜亮；
服务人民的理念依然坚定，
与时俱进的脚步依然稳健。
七月，用亢奋的情感发言，

握住穿越城市的阳光；
光芒照耀着奋进的七月，
燃烧鼓动着企盼和热望。
七月，敏捷的思维，
升腾着中国梦的翅膀；
七月，理性的眼神，
闪动理解和信任的光芒！

安全检查部 姜宇鹏

七月 奋进的季节

父亲大多深沉，不会将爱挂在
嘴边，也不会跟我们表达爱意，他的
内心装载着这个家还有我们，为我
们撑起任性的天空。就像筷子兄弟
那首《父亲》一样，“总是向你索取，
却不曾说谢谢你。”

在外求学的日子里，父亲的电
话内容只有很简单的五个字“照顾
好自己”，他不会像母亲那样听从你
的抱怨，也不会像朋友那般任你哭
诉，但是我知道，他不轻易吐露自己

内心情感。不然，他不会在我假期
回家的时候偷偷染好头发，怕我看
到他鬓角的白发伤心；不然，他不会
戴着花镜切菜，只为了我随口无心
的一句话。他不再像儿时那般将我
举过头顶仰望天空，因为不知道从
什么时候开始他的后背不再宽阔，
变得佝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他的
记性变得差起来，会忘记手表随手
放在哪里，会忘记做饭的时候没有
放盐。但是，他没有忘记爱我，依旧

是我的避风港。他会记得我的喜
好，会记得我下班的时间，做好一桌
子的菜等我回家，会在我难过伤心
的时候认真开导我，指引我人生道
路。但是，我却忘记了父亲保护我
的翅膀已经变得千疮百孔，只为在
翅膀下的我快乐成长，无忧无虑。

愿我的父亲平安健康，愿天下
的所有父亲平安健康。

父亲节快乐！
旅客服务保障部 邢婕

我在努力长大 请你慢慢变老

6月5日13:15，安检判图员发现要客B区
安检X光机图像无法上传，另外一处安检X光机
图像上传也出现故障（值机C岛安检X光机光纤
线路断掉一条），如不及时维修势必对机场安检
工作造成严重影响。

故障现象发生后，安检站技术科与综保部设
备管理科迅速沟通，果断启动抢修应急预案，联
系信息化部大数据科分析原因、寻找备用器材。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找到了系统故障原因和网
络传输故障点，及时更换临时器材以应急，对抢
修过程出现的可能安全隐患点进行了梳理排
查。15：50，安检分层管理系统恢复正常工作。

综合保障部 李慧孙风涛

争分夺秒修设备
齐心协力保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