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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承载着无数家庭的团圆梦。
辛苦工作一年，大家都盼望着回家过
年。常州国际机场有这样一群人，为了
旅客的平安出行，节日期间默默坚守岗
位，他们或在机坪上维护飞机，或在安检
通道进行安全检查，或在操控台前观测
飞机起降⋯⋯

每天弯腰下蹲千余次

安全检查是乘坐飞机的一道重要关
卡，责任重大。

春节是客流高峰期，每条通道的日
均客流量达千人以上，这就意味着安检
员每天至少要弯腰、下蹲千余次。别看
这动作简单，做多了可是个体力活。

彭馥璘是一名川妹子，去年11月到
机场安全检查部工作。刚参加工作的她
还有些不适应，常常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但面对安检人手不足的状况，今年春节，
她还是主动留下来值班了。

费杰逊是 2006 年到常州机场安全
检查部工作的一名老员工，参加工作 12
年，基本每年春节都是在工作岗位上度
过的。除夕这天，他早上 4 点多就从家
里出发，5 点 25 分前准时到岗并做好准
备工作。晚上要等航班结束后才能下
班，到家已经是大年初一凌晨 1 点。说
起工作的辛苦，他说自己是一个男孩，这
点苦不算啥。

每天为10多架飞机“体检”

胡大祥是淮安人，一毕业就到常州
机场维修工程部工作，一干就是十多年，
其中有六年的除夕是在机坪上度过的。

当人们在阵阵的爆竹声中欢度新春
时，他却伴着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不停

忙碌着。由于常年在这种嘈杂环境中工
作，他说话的声音比常人大很多。飞机
停场后，胡大祥和同事都要进行绕机检
查，从机头走到右机翼，再由机尾行至左
机翼，对飞机 10 余个部位，30 多个子项
目逐项检查。一架飞机检查下来，需要
20 分钟左右。春运高峰期间，他每天要
为10余架飞机进行“体检”。

说起除夕没法与家人团聚，他说：“我
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总得有人坚守岗
位。这么多年早就已经习惯了。我爱人
也在机场一线工作，今年除夕我俩都值
班，虽然见不到面，但也算是团聚了。公
司还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跟同事
们一起过年，就跟家人在一起一样。”

读懂“风云变幻”

机场气象观测员的工作黑白颠倒，

节假日无休，每天做着重复性的工作，其
中的琐碎、枯燥、单调是常人难以想像
的。

大年初一下午3点，机场气象台观测
员常伟和往常一样走进了气象观测楼，
开始18个小时的值守工作。今年是他连
续第3年在岗位上过春节了。尽管没有
更多时间陪伴未满周岁的儿子，尽管春
节无法与远在泰州的家人团聚，但他没
有抱怨一句话。他深知，气象观测对于
飞机飞行安全的重要，“既然选择了这份
职业，那就要全力以赴把工作干好”。

多年的工作实践，让常伟积累了丰
富的观测经验，多次配合完成复杂天气
下的保障工作，去年11月还获得了民航
华东管理局主办的“民航华东地区航空
气象观测技能竞赛”优秀奖。

童华岗 机场宣 文/摄

春节我在岗 你放心出行

气象员常伟胡大祥正在对飞机进行检查

新春佳节，常州机场边检站官兵来到 86 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军人洪传兴家中，听老人讲述战争年代的故事。官兵们
还带去了寓意幸福吉祥的窗花，祝福老人新年健康平安。 童华岗 卢院 周军 文/摄

本报讯 “我不能亏欠着人情过
年！”说这句话的是武进湖塘某服装加
工店的张女士。大年夜一大早，她就
把一面绣有“人民的好警察，百姓的守
护神”十个大字的锦旗送到马杭派出
所值班室，让当天值班的民警觉得这
是特别走心的一天，难怪图片中的他
们笑得那么开心。

今年 1 月 19 日，马杭派出所接到
张女士的报警，称她店里一件男式半
成品羽绒服不见了，损失近 500 元。
民警查看店内监控后，发现一名来店
试衣的女子有重大嫌疑。根据女子的
信息特征，民警立即着手展开侦查。

遁迹排查是一个耗时耗力的缜密
工作，过程漫长。但张女士显然是个

急性子，报警第二天，就又多次到所里
来质问民警，为什么嫌疑人图像都有
了，就是抓不到人？民警一边做好解
释工作，一边抓紧办案。

5 天后，嫌疑女子宋某落网。在
这 5 天里，民警们调阅了 20 多个路口
的视频资料，抽丝剥茧式地串连线索，
最终成功破案。

可在审查过程中，民警发现，宋某
的盗窃行为不成立。因为，当时她在张
女士的店里试穿衣服，不小心将那件半
成品羽绒服夹带了出去，之后，因为老
家亲人过世，她急着赶回去奔丧，没来
得及考虑这一问题。不料，老家的事刚
处理完回来，便因涉嫌盗窃被抓。

想到前期张女士表现出来的急性

子，民警担心如果不处理宋某，张女士
会再次对派出所不满。慎重起见，准
备提请局法制大队对整个案件进行审
核，使案件定性更加有法可依，有据可
查。哪知，就在此时，张女士主动上
门，让民警不要再办下去了。

原来，宋某被抓后，其丈夫主动登
门，向张女士道歉，并说明情况。了解
到宋某家境非常困难，张女士原谅了
宋某的过错。想到之前为了尽快追回
丢失的衣服，自己对民警有些胡搅蛮
缠，张女士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希望用
这面锦旗表达自己对民警新的认识。

这个大年三十，群众的理解和信
任是人民警察最暖心的事！

（小波 武公）

“我不能亏欠着人情过年！”

本报讯 新年串门拜年、团圆聚餐
在所难免。为了避免节日期间熊孩子的

“无礼”给亲友留下不好印象，许多家长
节前突击训练，希望孩子能成为彬彬有
礼的小淑女、小绅士，但临时抱佛脚的效
果甚微。春节期间，因为孩子表现欠佳，
让不少家长很尴尬。

家住工人新村的张女士说，过节前
一星期，她就有意识地教导 5 岁的女儿
一些礼仪：吃饭时不要大声喧哗或敲打
碗筷，不抢食，不在喝汤时发出声音；用
餐后，要给长辈打招呼，道声“我吃完了，
你们慢用”才能离开；到亲戚家做客，孩
子在问好后，要主动把脱下的鞋子放整
齐，受到招待时，要说“谢谢”，没有得到
主人允许，不能随便参观卧室，更不能动
主人的东西；如果长辈给红包，孩子要双
手接过，并说谢谢。

哪知，女儿虽然嘴上答应得好好的，
可一到亲戚家做客，就将学过的礼仪抛
到脑后：吃饭时，几个菜刚上桌，不等长
辈发话，女儿就迫不及待伸出筷子，在盘
子里拨来捣去，尝了个遍后，将最爱吃的
那一盘放在自己跟前；不爱吃的菜往桌
上一扔，还要抱怨“难吃死了”；吃完饭
后，不待主人允许，就一个人在卧室里乱
逛，让张女士十分尴尬。

我市一家早教中心的专家表示，孩
子身上的问题，是家庭环境中家长自身
的问题。与其抱怨孩子，不如反省自
身。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一个彬彬有礼的孩子背后，是大人的长
期言传身教与引导。其间，有困难、有
曲折，但教育的原理就是滴水穿石，只
要坚持，就一定能收获到果实。

（庄奕）

专家：临时抱佛脚行不通

节前突击训练礼仪
访客仍然频出洋相

本报讯 随着大运河城区段亮化
工程的完成，我市古运河夜游也将启
动。由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旗下古运河
水上游公司发起的“2018 龙城游好
运”夜航活动将于 2 月 23 日（正月初
八）正式起航，让市民了解运河历史文
化，领略桨声灯影里的夜龙城。

夜游活动时间为2月23日至3月
31 日的每周五至周日，每晚一班。游
船自运河五号码头出发，途经篦箕巷、
明城墙，东至同济桥，全程往返共 100
分钟。夜游线路将重点推介历史文化

名城申报中覆盖的 4 个点：三堡街历
史地段、运河五号创意街区（原恒源畅
厂）、篦箕巷、西瀛里城墙。

活动期间，夜游特设“水上邮局”，
凡乘坐游船的市民均可免费领取手绘
明信片 1 张，并获免费寄送服务。游
客在船上还可体验元宵手工 DIY、古
琴品茗、水上 KTV 等。此外，古运河
水上游还推出线上活动“运河随手
拍”，邀请更多市民亲近大运河，用镜
头记录运河美景和运河故事，感兴趣
的市民朋友可关注“运河五号”微信公

众平台，参与互动。
记者了解到，市民在运河五号码

头和明城墙均可登船，现场购票。其
中，运河五号码头上船费用为 50 元/
人，明城墙码头上船为 40 元/人；60
岁以上老人、现役军人、残疾人（均需
持相应的本人有效证件），以及 1.2－
1.4 米之间儿童，可享 20 元/人的优惠
票价，1.2米以下儿童免费。包船可拨
打 电 话 0519 － 86800021 或
13004386703联系咨询。

（张颖 周茜）

票价：运河五号上船50元，明城墙上船40元

运河城区段亮化

古运河夜航正月初八起航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春节
假期，全市社会治安持续平安稳定，
没有发生有影响的重大事件、案件、
事故，接报违法犯罪警情同比、环比
分别下降 15.3%、11.4%；全市道路
交通秩序良好，未发生较大以上交
通事故和长时间、大范围交通堵塞
问题，道路交通、火灾事故同比分别
下降29.2%、33%。

春节长假，大车流、大客流效应
明显，6 条过境高速公路总流量达
159.9 万辆，日均进出口流量 22.8
万辆次，超出日常量 16.9%。全市
交警部门全力抓好现场执勤、依法
管控、应急疏导、宣传引导等工作，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2554起，交通事
故起数、受伤人数、经济损失同比分
别下降 29.2%、11.8%、61.5%，其中
一 般 以 上 交 通 事 故 同 比 下 降

58.7%，未发生较大以上交通事故和
长时间、大范围交通拥堵。

节日期间，全市公安机关每天保
持三分之一警力执勤备勤，各级值班
负责人在岗在位。每日投入巡防民
警、辅警 3200 余名，严密守护重点目
标、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全面开展消
防安全大检查，组织检查重点单位
278 家，督改火灾隐患 611 处，取缔非
法烟花爆竹储存窝点 5 个，收缴非法
烟花爆竹2781件。

春节期间，各地旅游景区秩序井
然，17 项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行。截
至目前，天目湖、茅山（东方盐湖城）、
淹城公园、中华恐龙园等各地旅游景
点投入安保警力 1.5 万人次，开展接
警救助服务 320 人次，有效保障了景
区良好的治安秩序。

（荆轩 芮伟芬）

春节长假期间——

全市治安秩序良好

本报讯 来自市商务局的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节前10天与节
日 7 天，我市 64 家批发、零售、餐饮
等 监 测 样 本 企 业 共 实 现 销 售
356294万元，同比增长6.61%。

常州泰富百货、百大公司、新世
纪商城等 9 家百货商场春节期间总
销售达 44437 万元。各大综合体
餐饮消费异常火爆，武进万达餐饮
业态经过品牌调整后，以众多菜系
迎接广大消费客群，新引进的煮男
餐厅、港优茶餐厅、捉鸭记、笑西西、
捞匠等均吸引了众多顾客；江南环
球港作为商业、旅游、文化等全业态
综合体，大众餐饮、服装品牌深受市
民欢迎，环球广场每天都有不一样
的表演；新区万达广场经过节前大
调整，给消费者耳目一新的感受；溧
阳上河城节前进入购买高峰阶段，
大部分品牌比上年有较大提升。对
6 家城市综合体的统计显示，节日
期间共实现营业额35458万元。服
装类商品成为春节消费主角，全市
百货商场、城市综合体21家企业穿
着类销售达18742万元。

拜年礼品是超市促销的亮点，
节前 10 多天，各大超市的生鲜果
品、干果炒货、地方特产、保健食品、
小型家电、家
居用品等就进
入销售高峰。
春 节 7 天 里 ，

奶制品、保健营养品、粮油制品、中高
档酒类、进口食品等销售火爆。据对
山姆会员店、大润发、麦德龙、欧尚、乐
购超市等22家大型超市的统计，节日
期间共实现销售 49104 万元。食品
类商品仍唱主角，以上22家大型超市
节日期间食品类销售达25882万元。

餐饮市场以大众消费需求为主，
各种家庭聚餐、亲友聚会、喜庆婚宴、
年夜饭成为节日期间消费热点。老字
号、有特色的包间、餐桌上座率均在 9
成以上，老字号饭店的年夜饭更是一
桌难求，而且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
1－3 桌大家庭一起过春节，价格标准
多 为 1800 － 2500 元/桌 ，与 上 年 持
平。大娘水饺、丽华快餐等配送企业
也因门店增加和企业过年加班餐增
加等因素，销售额较上年有所上升。
大多数餐饮企业销售额均较上年增
长。对全市 18 家样本餐饮企业统计
显 示 ，节 日 期 间 共 实 现 营 业 额 达
5774万元。

春节作为出游高峰，带动中石油、
中石化常州分公司在节日期间销售成
品油19591万元。

农产品市场蔬菜果品交易同样红
火，节前高峰时日交易量达1.5吨。

（商轩 崔奕 盛栖）

全市64家批发、零售、餐饮等监测样本企业——

今年春节销售增长6.61%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运管部
门获悉，春节黄金周，常州道路旅客
发送量约 62 万人次，总体较为平
稳。而民航客流大幅上涨，常州机
场旅客吞吐量达 5.53 万人次，其中
境 外 航 班 旅 客 比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46.5%。

市运管部门统计数据显示，连
续阴雨天气对春节期间的交通出行
造成一定影响，且高峰客流在春节
前提前释放，春节期间道路运输日
均旅客发送量约 8.87 万人次，较往
年有所下降。不过从年初二开始，
随着人们走亲访友和休闲旅游的频

次增加，道路运输客流量逐日增加，黄
金周最后一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道
路旅客发送量达10.67万人次。

传统公路班线客运量依旧下降。
私家车的迅猛增长和高速公路小型客
车免费通行政策使旅客大量分流。据
统计，黄金周期间，市区各大汽车客运
站发送旅客6.6万人次左右。

打“飞的”出行或出游的市民也越
来越多了。春节期间，常州机场共完成
航班运输起降 461 架次，同比增长
16.4%，其中境外航班旅客吞吐量8703
人次，同比增长46.5%，完成运输起降
50架次，同比增长38.9%。（蕴轩 宋婧）

全市旅客运输总体平稳

境外航班旅客
吞吐量增长46.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在 ————新时代新时代 新气象新气象 新作为新作为

本报讯 春节 7 天长假转瞬即逝，
记者从消防部门获悉，春节期间，我市
火灾形势平稳，尤其是烟花爆竹惹祸大
幅下降，全市未发生有人员伤亡的火灾
事故。

2 月 15 日到 21 日，119 共接警 165
起，同比去年春节 7 天下降 22.9%，其中
火灾扑救 43 起，同比下降 31.7%，无人
员伤亡；抢险救援 24 起，社会救助 2 起，
其他出动 96 起；共出动人员 1705 次，出
动车辆 341 车次，抢救被困人员 4 人，疏
散被困人员12人。

唯 一 较 大 的 警 情 发 生 在 2 月 19
日。当天早晨 7 点 08 分，新北区港区中
路 9 号波林化工厂发生火灾，消防部门
调集 10 辆消防车、38 名官兵前往处置，
7 点 50 分，火被控制，8 点 28 分，火被扑
灭。经初步勘察，为生产装置发生火灾，
主要燃烧物质为导热油等，过火面积 10
平方米。 （芮伟芬 肖轩）

烟花爆竹惹祸大幅下降

春节期间
火势平稳

本报讯 今年春节期间，全市
纳入监测的 75 家旅游景区接待游
客 368.93 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
2.179亿元。

节日期间，我市旅游市场产品
供给丰富，虽受阴雨天气影响同比
数据有所下降，但旅游市场活跃度
不减。灯展、庙会、祈福、游园等民
俗文化活动，既营造出浓浓的江南
传统年味，增添了节日的喜庆氛围，
也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

环球恐龙城、淹城春秋乐园、东
方盐湖城和溧阳燕山四大景区分别
以未来科技感、穿越古今、年味浓、
溧阳民俗风为特色，举办了别出新
意、美轮美奂的新春灯会；金坛区举
办了首届民俗文化旅游节暨乡村旅
游嘉年华活动；武进太湖湾旅游度
假区草莓蔬菜采摘、天宁区郑陆镇
羊肉美食节、新北区西夏墅镇羊肉
美食节等吸引了不少游客。

据统计，春节7天假期环球恐龙

城、天目湖旅游度假区、春秋淹城旅游
区 3 家国家 5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94.27 万 人 次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超 过
4533万元；红梅公园、圩墩公园、青枫
公园等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假日7天共
吸引42万人次游客和市民游园赏花。

春节期间，以家庭为单位的温泉
旅游休闲度假方式和乡村休闲游受到
追捧。恐龙谷温泉、御水温泉、天目铭
汤孝子温泉等温泉景区纷纷推出特色
细致的温泉服务，7 天假期共接待游
客 5.2 万人次。曹山慢城、江南农耕
园、十思园等17家主要乡村旅游点共
接待旅游12.34万人次。

春节期间，天宁寺、中华孝道园等
传统文化景区吸引了周边大量游客。
全市宾馆（饭店）出租率创出历史新
高。南大街休闲旅游区、常州新北万
达广场、江南环球港等商业综合体聚
集人气。万达影院、莱蒙影院、橙天嘉
禾影城、保利影院等多家影院生意火
爆，基本场场爆满。 （施月勇 周洁）

75家旅游景区
接待游客超368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