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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荣誉面前，很少有人会
不心动，而牟忠凯永远只会埋
头干活。当有人为他没有得到
荣誉愤愤不平时，他总是说：

“他干得比我多、比我好，那是
他应该得的。”但是当他知道自
己可以入党时，兴奋得一天都
合不拢嘴。以后的日子里，他
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他说的话
——业精于勤。

岁月无 声 ，风 尘 留 影 。
16 年的日日夜夜，造就了他
黝黑的脸庞、粗糙的双手，
40 岁的他看起来有 50 岁。

他勤勤恳恳地将青春奉献给
了公路。在他的辛勤工作
下，他负责管养的路段平坦、
干净、整洁！

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王柯然 摄影报道

公交，是一张流动的“城市
名片”，而公交驾驶员则是独当
一面的“城市摆渡人”。为了保
障城市的畅通和市民安全出
行，假日全程无休，是每一位公
交人再习惯不过的日常。今年
五一假期，是有着29年公交车
驾龄的9路女驾驶员王健伟在
岗位上度过的第20个劳动节。

5月1日早晨5点，很多人
还在睡梦中，王健伟已经准时
到达9路公交车发车站东陌堂
场站，扫场所码、测体温、测血
压后，她开始对车辆技术状况
进行全方位检查。制动、转向、
灯光、轮胎、消防设施等内容是
每次出车前的必检项。前后里
外一番仔细检查、确保车况良
好后，早晨5点30分，第一班
车顺利出发。

进站、出站；起步、刹车
……这些规定动作，每名驾驶
员每天都要重复成百上千次。

“这些普通的动作看似简单，要
做好做到极致却很难，我在驾
驶中才更应该重视，让每一个
驾驶动作的细枝末节都合情合
理，让每一个服务的细节都让
人感到舒适。”王健伟说。据东

陌堂场站站长宋永鹏介绍，王
健伟从事驾驶员工作已经有29
个年头，累计安全行车超百万
公里，无事故、无投诉，好人好
事经常被新闻媒体报道，是9
路队的服务明星，赢得了乘客、
同事的一致赞誉。

缓起慢刹，匀速行驶，无论
在线路上的哪个路段，无论车
上有没有乘客，都始终保持着
规范驾驶。熟悉王健伟的乘客
曲女士说：“坐她的车从来没有
遇到过车辆急刹急停、乘客磕
磕碰碰的情况，坐她的车感觉
很放心。”“9路线是我们公司
重点打造的‘真情9久’品牌线
路，虽然路况复杂，客流量大，
但是我们9路做出了2019年、

2020年连续两年零事故、零投
诉的优异业绩。我作为9路队
的一名驾驶员，自豪感油然而
生。”王健伟说。

没有节假日，没有时间陪
伴父母孩子，甚至连按时按点
吃上一顿饭，都成了一种奢
侈。在当前严峻的疫情防控形
势下，王健伟不但要保证安全
行驶，还要引导乘客扫场所码、
实名登记、查验“亮黄牌”“带星
码”人员，不仅工作量增加，有
时候还会遇到乘客的不理解。

“希望广大乘客在乘坐公交车
的时候，能主动配合我们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共同守护安全
的公交出行环境，就是对我们
最大的理解和肯定。”

牟忠凯：青春铺路16载
YMG全媒体记者 刘海

玲 通讯员 李娟 张靖宜 摄影
报道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清
晨，他穿好标志服，早早进入国
道G228养护现场，修补坑槽、清
理警示桩、清扫路面和边沟。从
踏上公路岗位到现在，他已经这
样默默坚守在养护一线 16
载。他，就是高新区公路中心
养护工区副主任牟忠凯。

不忘初心 乐在其中

牟忠凯是一个非常节俭的
人，一部手机用了很多年，一直
舍不得换。有一天大家发现他
竟然换了一部很高档的手机，
便调侃他是不是捡到钱了，他
只是笑笑，并不作答。后来大
家才知道：作为养护人员，每天
都要往系统上传公路病害、附
属设施维护等照片。他之前用

的手机像素不行，拍的照片不
清晰，怕耽误后续工作，所以才
换了一部手机。

牟忠凯还是一个非常能吃
苦的人，脏活累活总是带头干、
抢着干。有一次，路上因为
下大雨出现了水毁，他出乎
意料地没有和养路工人一起
修复水毁，而是在一旁盯着

过往的车辆。领导巡查路过
时，还问他怎么学会偷懒了，
他也只是笑笑。后来，同事
私下问起他，他竟然神情很
凝重地说，这个路段是事故
多发段，虽然设置了施工警示
标志，但他还是担心雨天路滑，
大家在路边干活不安全，所以，
他得盯着点儿。

“印象中他从来没有正常
休过周末，节假日都坚守在路
上，绝对是一个非常爱岗敬业
的人。”提起牟忠凯，同事们都
会竖起大拇指。今年五一假
期，他毫不例外地早早报名参

与值班。经常有人问他，在养
护一线又脏又累、工资也不高，
为啥这么拼命？他总是郑重地
回答：“从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
天起，我就告诉自己：既然从事
了这份工作，就要尽全力把它

做好，人不能忘了初心。”
一句朴实的话语，道出

了牟忠凯的心声，因为坚守
初心，所以他才会每天重复
着艰苦而枯燥的工作，仍乐在
其中。

无私奉献 默默守护

青春铺路 尽职履责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殷新 摄影报道）4月30日上午，招
远市温泉街道横掌赵家村又开始
了新一轮核酸采样。一位身材魁
梧的“大白”显得格外忙碌，他时而
通过大喇叭提醒村民注意防护，时
而搀扶行动不便的村民等待采样，
时而又打电话安排进村卡口值
班。这位“大白”就是烟台市政府
办公室驻温泉街道横掌赵家村第
一书记刘昊融。

“闻令而动，向疾而行，疫情就
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作为横掌
赵家村的第一书记，我一定要守护
好村民的生命健康。”面对突如其
来的新一轮疫情，刘昊融挺身而
出，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带领
街道党员干部、村“两委”迎难而
上，冲锋在前，以实际行动诠释了
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践行着一名

“第一书记”的责任和担当。
4月 22日凌晨，当招远市在

“应检尽检”中发现确诊病例后，招
远市委、市政府立即启动应急处置
机制，迅速开展各项处置工作。按
照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刘昊融立即
带领村“两委”干部迅速进入临战
状态，全面排查村中有无从金岭镇
等地返村的群众，并利用微信、大
喇叭、横幅等向村民宣传疫情防控
知识，号召村民遵守疫情防控要
求，减少聚集性活动，严格落实个
人防护措施。当日下午，接到关于
全市实行临时全域静态管理的通
知后，他组织在入村位置设立防疫
卡点，带领村“两委”和党员群众轮
流值班值守，有效杜绝因人员流动
带来的疫情风险。

为尽快实现社会面动态清零，
确保应检尽检、不漏一人，招远市
从 4 月 22 日下午开始全民核酸
检测。“这次全员核酸采样工作，时间
紧、任务重，刘书记带领大家冲锋一线，
在上级规定的时间节点圆满完成了全
村400多人的核酸采样任务。”横
掌赵家村支部书记赵树忠说。

刘昊融曾被抽调到烟台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集中办公5个月，对
疫情防控的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
深有体会。密接、次密接人员能否

及时转运隔离观察直接关系疫情
防控工作成败。作为温泉街道的挂
职副书记，在街道班子成员因隔离严
重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他主动请缨、
承担起转运密切接触人员的重任。

面对辖区人口多、机关干部少
的困境，温泉街道启动应急机制，
专门成立志愿冲锋队和居家联络队，
不断优化转运流程。刘昊融多次带
领志愿冲锋队对密接、次密接人员进
行隔离转运，确保了“即查即转、应转
尽转、应隔尽隔、日清日结”。

转运工作看似简单，实际具有
一定的危险性。转运工作不只是
做“接送员”，更是做“协调员”，在
转运密接、次密接人员时，常常会
遇到各种突发情况：有的居民对防
疫工作不熟悉或不理解，一听要转
运隔离，会产生些许抵触情绪；有
的密接和次密接人员的电话经常
打不通，需要上门对接；有的被转
运者年龄过小、不易配合；还有的
被转运者身体有恙、行动不便，需
要申请集中隔离转居家隔离……
面对这些情况，刘昊融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耐心细致地做工作，赢
得了居民的理解和配合。

为确保工作每一个环节衔接
有序，高效完成转运任务，刘昊融
和同事们每天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做情况摸排、人员转运等工作，从
太阳升起忙到次日黎明来临。他
们不顾危险、勇敢逆行、冲锋在前，
将数百名密接者、次密接者及时转
运到集中隔离点，为防控疫情立起
了一个个坚实的“防护盾”，筑就守
卫辖区人民的“平安墙”。

本报讯（通讯员 范传波 摄影
报道）为丰富学生在校生活，推动
学生使命感、责任感的思想建设，
培育拼搏向上、勇担时代重任的

“后浪”青年，山东商务职业学院武
装部组织强军思想先锋连于5月1
日下午在音乐厅举行“彰显青年风
貌 抒发劳动热情”为内容的五一
劳动节演讲比赛。

此次大赛由该校强军思想先
锋连2020、2021级代表35人依次
上台演讲，先锋连成员全员参加，
学校武装部老师、连队骨干和
2020、2021级代表共9人组成评审
团，秉承公正公开的原则评选出优
秀演讲人。同学们文思泉涌、众说
纷纭，在演讲中表示，青年的肩上不
仅有清风明月、草长莺飞，还有责任
担当、使命信仰，青年学生应当勤奋

读书、热爱劳动、勤恳做事。
演讲完毕，连长杜崇玉对前期

疫情防控志愿工作进行了总结，并
对日后工作提出了要求。紧接着，
对在疫情防控志愿工作中表现突
出的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授予

“抗疫卫士”荣誉称号，并且按照评
委平均分评选出此次演讲金、银、
铜奖。

王健伟：守护市民平安出行29年
今年五一假期，是她在岗位上度过的第20个劳动节

彰显青年风貌 抒发劳动热情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武装部举行演讲比赛

立起“防护盾”铸就“平安墙”
驻村第一书记刘昊融临危受命勇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