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次出车前， 郭营涛都会对车辆进

行消杀、清洁。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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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俊 实习生

唐宾鸿 ）

2月2日下午4时，白云

（广交 ）

公司出租车驾驶员郭营涛在家简单扒

了几口饭， 便开始了一天的“摆渡”工

作；3日凌晨3点，在中山大道、科韵路等

路段兜客近2个小时但收获甚微的郭营

涛结束了运营工作， 为车辆进行充电、

消杀工作后， 躺到床上已是凌晨4点

……

这样的工作状态郭营涛将持续至

春运结束，即使春节当天也是如此。“今

年留在广州过年的人变多了，肯定有出

行需求，我既然选择了坚守岗位，就尽

力做好出行服务。 ” 郭营涛说，虽然今

年春运去往机场、南站的长途用车减少

了，但短途用车需求仍有不少，而晚高

峰是乘客最多的时候，所以春节当天他

也是和妻儿简单吃个饭后， 下午4点便

开始运营。

来自河南周口的郭营涛在广州跑

出租已有11个年头，11年中仅有3年回

到老家过年。“春运期间一般会有机场、

火车站的出行保障任务， 以前跑习惯

了，所以春节很少回老家。 ”说起今年选

择留在广州过年的理由， 郭营涛表示，

一方面是响应政府“就地过年”的号召、

为市民出行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也是希

望通过努力工作减少疫情期间的收入

损失。

“工作要紧，我们在家都挺好的。 ”

每年春节视频，远在河南老家的父母总

会对郭营涛说上这样一句话，让他安心

工作；而陪在身边的妻儿，也从未因为

郭营涛的忙碌有过抱怨。 郭营涛说，是

父母和妻儿对他工作的支持，给了他坚

守岗位的底气。 为了弥补过年不能陪伴

家人的遗憾，他会在每年暑假带上妻儿

回老家陪伴父母，也会在不那么忙碌的

一天载着妻儿去公园玩耍。

信息时报讯

日前，由

广州市纪委监委和广州市

委宣传部主办的2020年“幸

福小康我的家·弘扬广州好

家风”成果分享活动在广州

农讲所纪念馆精彩上演。自

2020年6月启动以来，“幸福

小康我的家·弘扬广州好家

风”故事演说比赛发动全市

逾千人参与。此次活动紧扣

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和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以“幸福

小康我的家·弘扬广州好家

风”为主题，以广州十大好

家风为主要内容，以家庭相

册、家书等作为演说故事的

载体，通过分享解读，深挖

广州好家风故事，评选最佳

演说。为展示广州好家风活

动成果， 本报将陆续刊登

“幸福小康我的家·弘扬广

州好家风”故事演说活动获

奖作品文稿。

信息时报讯（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肖伟）

吴亚平是广州铁路公安处动车

基地派出所所长， 从派出所筹备建设

到派出所成立后担任所长， 今年已是

他在动车基地派出所工作的第十三个

年头。 春运期间， 吴亚平和所内民警

每天 17 时上岗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 5

时， 期间需要对 30 多趟列车进行安

全检查， 确保每一趟列车安全出库。

“春运期间我们每天差不多17时

上岗，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四五点，期

间要对30多趟列车进行安全检查”，吴

亚平介绍。 按照最少20分钟完成对一

个编组车体的安全检查，30趟列车检

查需要消耗600分钟以上的时间。 每天

夜里工作10小时，工作强度可想而知。

“经常有其他单位的同事白天来

到我们派出所， 都会觉得我们工作量

不大，但如果夜晚来到这，你会发现灯

火通明，铁路职工的检修作业在半夜，

我们大量的工作也都在半夜”。 吴亚平

形容他们的工作“看不见、摸不着。 别

人的工作一般是朝九晚五， 我们是晚

五朝九”。

12年间， 派出所从筹建之初的一

片黄沙地， 到如今的“花园式” 警

营， 公安基础工作从无到有、 从有到

强， 这背后凝聚了吴亚平和动车所全

体干警多年来辛勤的汗水和付出。

在他们的平安守护下， 动车所管

内从2009年筹建施工至今， 未发生一

起铁路器材失窃案件， 未发生一起危

行案件。

吴亚平的女儿吴安娜也是一名铁

路民警。 “有一个我这样的爹， 她就

从小立志要当警察”， 吴亚平说， 以

前干刑警工作忙， 一出门就是个把

月， 东跑西颠， 和女儿待在一起的时

候自己没有故事可讲， 也不会讲浪漫

的童话故事， 就把每次出去办案子、

抓坏人的事跟她讲。 没想到女儿很喜

欢听老爹的这些经历。 从小听着父亲

的“警察故事”， 到高考时， 吴安娜

毅然报考了警校。

今年是广州站派出所安检民警吴

安娜和父亲一起奋战春运的第六个年

头。 岗位虽然不同， 但他们作为战

友， 用忠诚和坚守共同维护着铁路运

输动脉的畅通， 守护着万千旅客的出

行。

铁路民警吴亚平吴安娜：

“父女兵”共同奋战在春运一线

白云（广交）公司出租车驾驶员郭营涛：

下午到凌晨出车，将一直坚守到春运结束

听他们讲广州好家风故事

新春走基层

大家好， 我叫王凤丽， 是一名环卫工

人。

18

岁那年，梦想当兵的我，却到广州做

了一名环卫工人。 那时， 拿着扫把扫大街

的 ，不是阿姨 ，就是大妈 ，根本没有年轻姑

娘的身影。 我每天早上

4

点出门，

5

点到岗作

业，从早到晚与扫把为伍，垃圾为伴。 烈日

下，滚烫的柏油路面升腾而起的热浪，会穿

过鞋底涌遍全身， 即使在鞋底垫上两三层

隔热鞋垫都无济于事。 还经常被人叫成“扫

街婆” ……和我一起扫地的阿姨们都说我

坚持不了一个月就会走人。 当时我委屈、纠

结，真不想干了。 母亲知道后，却语重心长

地对我说：“妈是农民，能把地种好，只要你

不怕苦、不怕累，扫地一样可以干出个名堂

来！ ”母亲的话立刻给了我力量和底气。

我母亲是位农民， 由于父亲扎身教育

工作常年在外， 家里家外的活全都落在母

亲肩上。 她既操持家务，又耕田种地，总希

望一家人能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多年的辛

劳使母亲成为一把干农活的好手 ，

10

亩庄

稼地总是收成很高。 父母亲那种特别能吃

苦、 务实干的劲头， 从小就深深影响着我

……于是，我没走，一干就是

31

年！

我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把马路扫好 ，扫

把怎么拿才最省力？ 用什么姿势扫地不伤

腰？ 这些都是有窍门的。 每天下班，我都会

把垃圾车洗得干干净净， 把扫把摆得整整

齐齐，那时的我，就像一个凯旋的将军在检

阅自己的士兵。

2018

年的冬天特别寒冷， 我接到紧急

任务，必须三天把深涌疏通。 在凛冽的寒风

中， 我和工友们一遍又一遍地下到臭水涌

里 ，在淤泥里一点一点地捞垃圾 、清杂物 。

河涌黑水的臭气， 即使戴着三层口罩也无

法阻隔，下涌十分钟就会头晕恶心，甚至要

戴上防毒面罩才能继续工作。 因为辛苦又

危险， 必须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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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换一次班。 任务结束

时 ，两天没合眼的我，累得、冻得一下瘫倒

在地上。 这时，我想到远在家乡的母亲：如

果她看到女儿这样，她会怎么想？ 她会心疼

我吗？ 还是，会为我自豪呢？！

我工作的一个重点： 就是打造广州的

“城市客厅”———珠江新城。 为了使珠江新城干

净靓丽， 我带领工友们把那里的每一块砖

石 、每一条地缝都认真细致地清洁 、擦洗 ，

用 “绣花功夫 ”一点点清除污渍，使花城广

场达到 “席地躺下”而一尘不染的清洁程度。

为了环卫工作的现代化， 我努力提升

自己。 自学了电脑、会计、管理学等，还考取

了本科文凭。 我想，就算我在广州做一辈子

的环卫工人， 我也要做一个有文化的环卫

工人。

2016

年，我做梦也没想到能当选为“广

州市人大代表”。 得知这个消息，父母亲激

动地跟村里人说 ：“我女儿当上人大代表

了，她真的干出名堂来了！ ”我知道，他们在

为我骄傲。

而我现在的想法， 不仅仅是把城市打

扫干净， 还想着怎样才能满足老百姓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 建立精细化、信息化、品质

化的现代保洁模式。 这，就是我的“城市美

容”情怀。

天河区刚刚被评为 “全国最具幸福感

城区”，我感到特别自豪！ 我将和千千万万

个城市美容师一道，用“工匠精神”，让水更

清、地更绿、天更蓝，为美丽广州、幸福中国

添彩助力！

我的“城市美容”情怀

———天河区城市管理第三保洁所王凤丽

弘扬广州好家风

幸福小康我的家

吴亚平和民警进行巡查工作。 小图

为其女儿吴安娜在工作中。 通讯员供图

王凤丽。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