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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从薄薄的晨雾中爬出海平面，
烟台港客运站也迎来大年三十的第一缕
朝阳，来自大连的客轮缓缓驶进烟台港，
码头上瞬间热闹了起来，旅客们背着行
囊、拉着孩子的手，带着兴奋与热情“返
乡归巢”……烟台市港航公安局客运派
出所民警田超和他的同事们依然在岗位
上为群众提供服务。他们一边维持着现
场秩序，保障大家安全下船，一边帮着有
困难的乘客搬运大包小裹。

烟台市港航公安局客运派出所是一
个有着优良传统底蕴的派出所，这里的
民警日夜守护着港口码头的安宁，守护
着千千万万旅客的回家路。早晨7点
多，田超就早早来到单位，加入到值班上
岗的行列。接完第一班旅客，田超回到
派出所泡了碗方便面，刚吃了几口就接
到群众的求助，声称手机不慎遗失，手机
里面有很多重要信息，不仅无法买票，而
且联系不上家人，急的失主团团转。田
超接到报警后，立即和同事们出警寻找。

“小赵你去查看视频监控录像，看看
有没有人捡到，我和小王沿街寻找，看看
能不能打通电话联系到捡到手机的人
……”田超将工作安排好，一切正有条不

紊地展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
田超终于找到线索，和捡到手机的群众取
得联系。田超马不停蹄，和同事驾车载着
失主取回了手机。之后，失主迅速与家人
取得联系，并在民警的帮助下在手机上网
上购票成功。失主激动地不断向民警表
示感谢。“春节期间这样的事情有很多，虽
然琐碎繁杂，但是为群众排忧解难，就是
我的使命和职责。”田超说。

今年是“兔”年，作为一只1987年出
生的“兔子”，这既是田超在公安岗位上
度过的第十二个春节，也是他在岗位上
度过的第二个本命年，岁月在他的脸上
平添了些许沧桑的印记。守护烟连航线
客滚运输安全、保障旅客旅途平安，田超
如往常一样坚守在岗位上。

“选择了穿上警服，就意味着付出，
就意味着选择守护。”田超看着渐行渐
远的轮渡感慨道。一家不圆万家圆，回
家虽路远，万家灯火却因藏蓝色的身影
而通明。海上云卷云舒，旅客来来去去，
客运所一代代民警扎根在客运辖区，守
护着烟连航线客滚运输的平安和稳定。

YMG全媒体记者 吕金滙
通讯员 港航宣 摄影报道

1月21日，芝罘区幸福街道幸海里
社区党委书记江蓉蓉早早来到社区，跟
往常一样，开启一天的忙碌。

“辖区王奶奶独居，去帮老人贴贴春
联，再询问她是否有急需购买的物品；社
区内消防设施、卫生环境也需要再查看
……”记录下一天需要忙的事项，江蓉蓉
依次打开社区的八个网格群，查看居民
留言和反映的问题。

电话响了，辖区98单元三楼的居民
宋大叔打来电话求助：家里楼上往下漏
水，上去敲门也没人。“楼上是租户，可能
回家过年了，社区能不能帮忙联系楼上
居民回来看看？”

江蓉蓉马上查询了社区网格员的
走访台账，经电话联系，该租户已回外
地过年，无法马上赶回来，于是，江蓉蓉
又联系到家住本地的房东于先生，得知
情况后，房东第一时间赶过来更换了卫
生间的水阀，并对社区表示感谢，说幸
亏社区帮忙联系，要不然家里的地板全
泡了，损失就大了。楼下的宋大叔更是
激动地点赞道：“咱们社区服务真是好，
年三十儿也能及时回应，为居民解决麻
烦事！”

“工作的确很忙、很累，但每当我们
的工作得到居民的理解和肯定，居民的
一声感谢，一声辛苦了，觉得什么都值
了，这种幸福感是难以言喻的。”江蓉蓉
说。

越是节假日，越要绷紧安全弦。从

宋大叔家出来，经过辖区道路两侧的商
铺，江蓉蓉上前细致地嘱咐道：“店里一
定要关好电源，确保安全，仔细查看好了
再回家。”

这已经是江蓉蓉从事社区工作的第
十五个年头了，对于她来说，春节假期坚
守岗位再正常不过。特别是疫情这三
年，由于外地返乡报备、建立台账等，每
年春节都是社区最忙的时候，她都是在
忙碌中度过的。

春节，对于居民来说是放松的时刻，
但是对于社区工作者来说可一点都不能
放松。为了让辖区居民度过一个安心、
舒心的新春佳节，幸海里社区提前制定
了周密的假日工作计划，每天都会接待
居民、接听居民电话、解答问题等，所有
的工作都像往常一样进行着。

“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都是24小时
开机，居民们在网格群的发言，我们随时
看到随时回复。”江蓉蓉说，社区的事务
虽然琐碎复杂，但看似芝麻粒儿的小事
都是关系着居民生活的头等大事，也是
社区工作者必须抓在手里放在心上的
事。只有一件一件办好，一件一件落实，
才能在点滴中积累居民对我们的信任和
认可。

春节是亲朋团聚的时刻，对于像江
蓉蓉一样的社区工作者来说，更意味着
坚守，只为让居民们过一个好年，感受社
区的温馨和温暖。

YMG全媒体记者 宋晓娜 摄影报道

春节已至，港城处处都洋溢着喜
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在烟台公交驾驶
员的队伍里就有这么一对“父子兵”，
昨日正值大年三十，陈家强和陈晓华
父子二人一大早就来到各自所在线路
的公交场站，用每一路段的安全行驶、
每一站点的安全停靠、每一声热情的
新春问候，点亮了作为驾驶员的新年
新征途。

昨天凌晨5点30分，天还没亮，86
路驾驶员陈家强已经来到了两甲埠公交
场站。“今天是大年三十，除了牢记安全
行车以外，别忘了和乘客们说一句‘新春
快乐’。”发车前，路队长对坐上驾驶位的
陈家强细心叮嘱。“放心，保证完成任
务！”6点整，系好安全带，扶稳方向盘，
陈家强精气神儿十足地将除夕的第一辆
公交车驶出了场站，开始了当日的车辆
运营工作。

几乎是同一时间，陈家强刚一离开
两甲埠场站，他的儿子陈晓华就来到了
东陌堂公交场站。6点30分，陈晓华也
将9路公交车稳稳地开出了场站。

陈晓华向记者介绍，他所驾驶的9
路单程运行里程30余公里，运行时间
100分钟，除夕当天需要运行5趟车次，
晚上8点结束运营；而父亲陈家强驾驶
的86路单程运行里程50余公里，运行
时间75分钟，除夕当天需要运行4趟车
次，晚上7点半结束运营。

“腊月二十七前后，我就得知了除
夕当天我和儿子都有驾驶工作的消息，
以前过年的时候也有驾驶任务，这对我

们来说很正常。”陈家强接着向记者说：
“节假日期间虽然我们在加班加点，但
是却能为广大市民乘客解决出行需求，
我们从心底里也是十分愿意、十分高兴
的。”

“乘客您好，祝您新年快乐。”“谢谢
师傅，也祝您新春愉快。”除夕当日的公
交车里，这样的对话不断上演，通过后
视镜看到每位乘客都坐稳扶好后，驾驶
员才缓缓启动车辆。陈晓华向记者介
绍，由于大年三十走亲访友的客流居
多，乘客们大多提着大包小包的物品，
他们都会耐心等待乘客坐好才继续行
驶车辆。

“今年是我从事公交驾驶工作的第
3个年头，我父亲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
作了17年，他一直都是我工作上的榜
样。”陈晓华说，能给乘客带去帮助，他和
父亲都觉得晚点回家也没关系。

结束了昨日的车辆运营后，父子二
人陆续回到了家中，陈晓华说，母亲早早
地准备了一大桌团圆饭，就等着他们回
家一起过年。“忙碌了一年才盼到这个节
日，最期待的就是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个
团圆饭，一起聊聊天。”

“春节期间，我们会继续为市民提供
优质的公交出行服务，加大对车内的消
毒工作和对车辆的检查维修力度，让市
民坐上安全车、放心车，过个幸福美满的
团圆年。”烟台公交集团运营管理部副部
长冯绍爽说。

YMG全媒体记者 陈睿旷
通讯员 王柯然 摄影报道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今天是大年初一，作为我国民间最
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节日，每年春节
都是中国民俗的一次集中展示。在兔年
春节到来之际，记者采访了鲁东大学文
学院副教授兰玲，了解春节的民间习俗
及来源。

“春节的历史很悠久，它起源于殷
商时期岁尾年头的祭神祭祖活动，人们
用收获物来祭祀各种神灵和祖先，并聚
饮联欢，游戏歌舞，以感谢大自然的恩
赐，逐渐形成了风俗。”兰玲介绍，与许
多传统节日具有的民俗元素一样，春节
的节日主题便是祭祖祀神、趋吉求祥、
家人团圆和欢庆娱乐，这几个主题交织
在一起，共同表达人们希望吉祥幸福的
祈愿心理。

家人相聚庆团圆

过年与家人团聚是所有人的愿望，
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亲情
所系，是世代相传的血脉相
连，因此，无论离家多
远、工作多繁忙，离家在
外的人们在过春节时都

要回家。除夕之夜又叫团圆夜，一家人
围坐在一起包饺子，熬年守岁，欢聚酣
饮，共享天伦之乐。

兰玲告诉记者，与家人的欢聚和
团圆，还体现在拜年和出“正月门儿”
上。春节拜年的习俗由来已久，是重
要的民间礼仪。拜年一般从正月初一
清晨开始，人们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
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地走亲访友，
恭祝来年大吉大利。从初二开始，亲
朋好友间互相走动，增进感情，叫“正
月门儿”。一般是初二看姥姥、舅舅，
初三看丈人，但各地也有不同的说法，
比如牟平有“七拜姑，八拜姨，三六九，
拜丈人”的俗语。

趋吉求祥迎新岁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幸福、平安、
健康、快乐，于是，祈福禳灾就成了春节
这个节日最主要的内容。”兰玲介绍，春
节期间，几乎每一项民俗事象都与祈愿

吉祥有关，具体表现在祭祖祀

神、除旧布新、迎喜接福、祈求丰年等方
面。如人们会通过贴剪纸、贴年画、贴福
字、贴春联、挂门笺、挂灯笼等，表达祈求
来年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

除夕之夜，合家守岁也是重要的习
俗之一。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取
更岁交子之意，饺子形似元宝，也带有
招财进宝的吉祥含义。兰玲介绍，人们
在煮饺子时会故意留下几个不煮，叫

“压箅子”，以示年年有余。同时还要吃
鱼、吃芋头、地瓜，也取有余之意。守岁
是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在旧年的最后
一天夜里不睡觉，熬夜迎接新一年的到
来，俗名“熬年”，俗传可使父母高寿。
吃酒笑乐，通宵守岁，期待着新的一年
吉祥如意。

美食娱乐庆新春

春节期间是人们娱乐欢庆的时光，劳
累了一年的人们只有在正月才能得点闲
暇，亲人团聚，大家玩一下棋牌，娱乐一
下，放松一下，乡间更多的则是扭秧歌、唱

大戏等各种娱乐活动，多是群

众自发参与，自娱自乐，热闹非凡。
除了一系列休闲活动外，春节的饮

食也是各式美食的大汇集，这其中
仍然体现着祈愿吉祥的心理。除了
要采办鸡鸭鱼肉、茶酒油酱、南北炒
货、糖饵果品之外，还要准备足够量
的主食，烟台地方以面食为主，最明
显的是节前要蒸饽饽、蒸糕。无论
年（黏）糕还是发糕，都寄寓了年年高、年
年发的意思。蒸饽饽是胶东最为繁重的
年前准备活动，因为有正月十五以前不
能再蒸面食的说法，于是年前要蒸好供
一家人和正月来的客人吃的全部干粮，
而且过去出正月门带的礼物也就是饽
饽。

“年”是人们最重视的一个民俗节
日。整个正月里人们主要以娱乐为主，
到正月十五达到高潮，有的地方甚至一
直持续到“二月二”，“年”才算真正“过”
完。人们把所有的希望和祝福融注其
中，使过年成为最有民俗特色的欢乐祥
和的节日。

YMG全媒体记者 张洁

除夕，本该阖家团圆，共享天伦。可
在烟台毓璜顶医院保健科，记者发现，依
然有不少医护人员在坚守岗位，紧张地
忙碌着。

看到记者到来，科室副主任医师付
毅敏短暂地放下手中工作，与记者攀谈
了片刻。她说，今年是作为哈尔滨人的
自己在烟台度过的第18个春节。她跟
广大医护工作者一样，无论是平时还是
节假日，都兢兢业业、坚守岗位。付毅
敏告诉记者，18年来，自己只在前两年
的春节回过老家，之后就再没有回去
过。“几乎每个春节假期，我都会在医院
值班，陪在病人身边，跟大家一起欢度
春节。”

说起缘由，付毅敏表示：“保健科是
个比较特殊的科室。我们主要以新中国
成立前参加工作的离休病人为主，这些
患者年龄大、病情复杂，尤其今年更多的
都是危重症或者有十多种基础疾病的高
龄患者，过年期间病情不允许他们出院
回家。另外考虑到急诊病人，每到年关
岁尾，可能会有不可预知的情况出现，我
们都会格外重视，做好预案。今年就更
加特殊，因为受新冠病毒影响，太多未知
在等待着我们，所以即便是春节，我们也
要时刻准备着。”

记者了解到，这些患者都是90岁以
上的高龄患者。“老人对‘年’看得尤其重
要。但因为病情，只能在医院病房里迎
接新年，这会给他们带来想家的情绪。
毕竟是特殊的环境，又不能回家团聚，所
以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春节期间除了医
治好他们的疾病，更要关心他们的心理
变化。因此，在春节期间的病房里，我们
就会和这些老人像家人一样，一起迎接
新一年的到来。”为了患者，“我们采取老
带新的值班模式，由科室‘老人’带领一
些年轻的医生，包括规培医生也都一起
值班，尽最大可能保障正常医疗秩序。”

除夕虽然不能陪家人，但付毅敏觉
得没有什么遗憾。“我们是真的不放心这
些病人。”在她眼里，对待病人就像家人
一样，都是亲人。“能让病人尽早康复出
院，回到家人身边，是我们每一位医护工
作者的心愿。”她说，“现在，我的孩子已
经参加工作了，家里老人也搬到了烟台，
支持我的工作，我身边像我这样的医务
工作者有很多很多，如果没有家人的支
持，我们是不可能安心工作的，更不能为
患者服好务。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
也想对我的家人说一句，谢谢你们！”

YMG全媒体记者 刘晋
通讯员 李成修 王婧 姜宗延 摄影报道

烟台公交集团驾驶员陈家强和陈晓华父子：

助力除夕公交运行不打烊

烟台市港航公安局田超：

在岗位上度过第二个本命年

烟台毓璜顶医院保健科付毅敏：

患者早日康复是最大心愿

芝罘区幸福街道幸海里社区党委书记江蓉蓉：

在岗守护居民过个好年

团圆守岁迎新春
烟台民俗专家解读春节习俗

除夕，他们用真情守护万家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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