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辅导员戴晶晶关心华东交大留校生郭慧英
的生活学习。

本报记者 徐黎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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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一张车票、一副春
联、一盏灯笼、一顿年
夜饭，春节对于中国人
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
回家过年是每个中国
人心中抹不去的情结。

今年的春节却和
以往不同。当前，境外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
延，我国本土疫情呈零
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
疫情交织叠加态势，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压力增大。包括江西
在内的多个省份发出
“就地过年”的倡议，许
多普通劳动者响应国
家号召，选择就地过
年。如何保障他们就
地过好年？异乡过年
怎么过？春节将至，记
者走进高校、走进企
业、走进社区、走进工
业园区，用质朴的语
言、细腻的笔触、温暖
的画面，记录他们就地
过年的感受和故事，并
向所有不回家过年的
人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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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砰砰……”1 月 29 日，萍莲高速公路 A5 标项
目莲花隧道施工现场传出阵阵巨响，隧道内正在放
炮施工。警报解除后，项目部工程部部长朴飞带领
工人进入现场施工。

今年27岁的朴飞家在辽宁沈阳，大学毕业后，就
在中铁十一局第二工程公司工作，奔走于全国各个
工地。往年每到春节临近，朴飞就早早开始购置回
家的礼物，准备和家人团聚。

“一开始和很多人一样，想早点回去过年。”朴飞说，
但是考虑到疫情防控形势，而且项目部对留守的人员
后勤保障做得很好，所以，他还是选择了就地过年。

记者了解到，由于进度要求，萍莲高速项目部春
节期间不停工。

“今年过年不回去，项目施工时间比较紧，再加上
疫情防控，国家倡导就地过年，我就选择留下来在工地
上过年了。”来自广西桂林的工人赵成富说，工地上生活

物资一应俱全，项目部还送来了很多慰问品，过年无忧。
萍莲高速公路A5标项目部负责人白东升介绍，

春节期间，有 89 名员工坚守在隧道施工一线，项目
部将给每名留守人员发放 2000 元补贴。“年夜饭准
备了十多个菜，还将组织大家一起看春晚。春节期
间，项目部将采取轮流休假的方式，组织大家到萍
乡市逛街游玩，开展各种娱乐活动，让留守人员同
样能过上一个欢
乐年。”

留岗福利多 关爱扑面来
本报记者 余红举

1月 28日这天，范振峰退掉了南昌飞往
兰州的机票，选择留在南昌过年。26岁的范
振峰是甘肃省张掖市人，在江西省兆驰光电
有限公司工作两年了。

“刚出来务工那年，第一次不回家过年，
牵挂的只是父母。现在多了份牵挂，那就是
一双儿女。”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从范振峰
内心来讲，想回家一起团圆，毕竟一年只有
这么一次相聚。不过，一番思量之后，他和
妻子选择留下来就地过年。

“我们俩在一个厂工作，能聚在一起过
年，相比其他一个人的，还是幸福的。”范振
峰称，他和妻子一合计，响应政府的倡议，将
飞机票退了，尽量减少流动。

“虽然公司海外订单多，但公司还是决
定放9天假。”兆驰光电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
徐文华透露，“春节期间，公司 130间夫妻宿
舍和 700间集体宿舍供员工免费居住，食堂
还将改善伙食，尤其是年夜饭，将端上各种
风味的‘硬菜’，让 700名选择留下来的非赣
籍员工过个好年。”

闻听此消息，范振峰很兴奋，这么长的
假期，要好好陪妻子逛一逛，吃吃南昌的美
食，看看南昌的美景。他说：“来南昌工作，
我们还没一同享受过美好的假期呢。”

相比范振峰，河北邯郸人张亚飞牵挂更
多，一家人分居在三地，儿子和父母生活在
老家，妻子又在另外一个地方，今年也留在

原地过年。张亚飞说，公司对像他这样留赣
过年的员工，每人发放 1000 元至 1200 元补
贴，让他感受到了浓浓暖意。

记者了解到，除了企业之外，青山湖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也给留赣过年的企业员
工送上“过年大礼包”：800 元过年红包，一
个月房租减免，汽车票、火车票、飞机票等
退票手续费补贴，还有价值 500 元的健康
体检。

张亚飞算了算，过年期间，补贴加红包，
他至少可以拿到 2000元。“妻子心心念念买
个戒指，再凑点钱给她买上，作为新年礼物
寄过去。”张亚飞说，虽然一家人过年不能团
聚，但心还是紧紧连在一起。

1月 29日晚上，南昌大学前湖校区服务
大楼暖意融融，一场“温暖相依”的茶话会正
在举行，13名留校本科生在辅导员老师的陪
同下开展互动小游戏。

这个临时组成的班级被命名为“南德
班”，大部分成员的家在河北、辽宁等地。服
务大楼里的留校学生，两人一个标准间，24小
时热水供应，还有免费网络，离食堂也很近。

临时班级的班长高宏博是该校资源环
境与化工学院大三学生，来自辽宁营口。他
每天负责收集汇总留校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信息，配合辅导员落实寒假各项活动。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张鹏翔，是一名在读
博士生，兼职临时班级的辅导员。张鹏翔介
绍，学校引导留校本科生自主学习、自我管
理，度过一个温暖、幸福、安全的春节。寒假

期间，留校生将参加农历小年慰问、除夕夜
“新年大吉”和“心心相连”等多项活动。

1月 29日，在华东交大北校区的成教公
寓，来自河北邯郸的学生郭慧英正在休息，
今年春节，她将在学校度过。

“考虑回家过年返校可能存在变数，和
家人商量后，还是觉得留校比较稳妥。”郭慧
英说，辅导员每天对他们这些留校学生无微
不至的关心，让她感到很温暖。每天她都会
通过视频，与家人和朋友聊天，在学校并没
有感觉到孤单。

据辅导员戴晶晶介绍，华东交大有70余
名本科生留校过年，1月 25日学校将他们安
排在成教公寓居住，这里生活和学习条件都
更好。学校图书馆每天都向留校学生开
放。学校采取集中管理和学生自主管理的

方式，留校学生均由原班级的辅导员对接，
建“一人一档”信息台账，掌握学生行踪和健
康状况。学校还制定了假期帮扶慰问工作
方案，从思想、心理、经济等方面进行全方位
关爱帮扶。

“学校将向留校学生发放餐劵和慰问红
包。考虑到少数留校学生的情绪可能有波
动，心理有落差，学校会安排专业心理老师
进行心理辅导和帮扶。”戴晶晶说。

记者了解到，1 月 22 日，省教育厅下发
通知，要求我省各高等学校、省属中职学校
做好寒假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后勤工作，
确保留校学生获得有温度有质量的服务保
障。要求各学校通过走访慰问、提供团圆
饭、布置节日装饰等方式，切实做好对留校
学生的人文关爱工作。

留校大学生 温暖不孤单
本报记者 徐黎明

“陈大爷，你好，这是街道和社区为你们
准备的春节慰问品，你记一下我们的电话，
有任何困难，可以随时联系。”2月2日，南昌
县八月湖街道杨家湾社区党支部书记姚凤
钢与街道、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来到辖区居
民陈有财家里看望慰问。

陈有财今年 61岁，家里还有老伴、孙子
和孙女，儿子儿媳远在广州工作，今年决定
留守当地，不回家过年。

“前段时间，政府提倡‘就地过年’，他们
就跟我打了电话，我也能够理解。”陈有财
说，不回家也是一种奉献，自己作为老党员，
肯定要和家人带头响应国家的倡议。

随后，陈有财拨通了儿子陈波的电话：
“今天社区给我们送了牛奶、食用油和一些
口罩，你在外地放心吧，有什么困难他们都
会帮我们解决的。”

“非常感谢社区，有了你们的关怀，我们
在外地就不用担心了。”听到家里的情况介
绍，陈波欣慰地说，自己在广州也很好，当地
政府专门针对外地留守人员做了登记，并提
供了相应生活保障。

姚凤钢介绍，近期社区已经对家里有人
在外地过年的情况进行了摸底，并将名单上
报给了街道。目前，社区已经采购了一批物
资，将在春节前陆续走访发放。

为了丰富居民在春节期间的生活，社区
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将保持开放，社区也会安
排工作人员值守。“孩子们最喜欢来这里看
书，他们做作业的时候，工作人员也会帮忙辅
导，让远在外地的家长们放心。”姚凤钢说。

此外，八月湖街道办也将联合妇联、关
工委、老年体协、工会等共同为辖区空巢老
人、留守儿童家庭开展服务。一方面，为生
活困难的老年人送年货，组织开展节前卫生
打扫、代购年货、电器维修、生活照料等；另
一方面，对留守较为集中的社区楼盘，在社
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立临时儿童活动中
心，有序开展读书和娱乐活动。

老幼有人管 不回也安心
本报记者 陈 璋

纵使不回乡 过年味亦浓

工地过大年 留守也欢乐
本报记者 陈 璋

隧道施工紧 生活有保障
本报记者 邹晓华

八月湖街道和杨家湾社区工作人员到
居民家中慰问。 本报记者 陈 璋摄

范振峰坚守在工作一线。
本报记者 余红举摄

萍莲高速公路工人
坚守工地过大年。

本报记者 邹晓华摄中建五局兴城学校项目部
给工人发放春节慰问品。

本报记者 陈 璋摄

“肯定想啊！这是我们第一次
在外地过年。”1 月 29 日 11 时 30 分，
九江市八里湖新区兴城学校项目工
地上，舒鹏和妻子刘金燕刚忙完，听
到记者问他们想不想回家时，两人
异口同声地回答。

兴城学校项目由中建五局承
建，去年 7 月开工，计划今年 8 月交
付使用，是当地重点民生工程，今年
春节有36名员工就地过年。

舒鹏夫妻俩来自贵州省铜仁市
玉屏县，父母和儿子留在老家。对
于留守的决定，舒鹏说，一方面往返
两地会增加交叉感染的风险，另一
方面项目工期也非常紧。

采访时，舒鹏通过微信视频告
诉儿子：“爸爸妈妈过年不回去了，
你要好好听爷爷奶奶的话。”在此之
前，舒鹏夫妻俩一直没有透露过年

安排。
屏幕那头的儿子愣了几秒钟，

但很快恢复了情绪：“你们不回来就
在工地吃好点，我这次考试还不
错。”

听到儿子的话，舒鹏与妻子有
些哽咽。

见此情景，中建五局兴城学校
项目经理李立平笑着插话：“你们放
心，项目部一定会为大家做好过年
的准备，今天就会发放慰问品。”

提到春节安排，李立平介绍，近
日将对工地员工进行核酸检测，在确
保安全的前提下，大年三十晚上，组
织大家一起看春晚；食堂将准
备好年夜饭，每桌 16 个
菜。“羊肉火锅、牛排、
八宝饭等等，厨师都
已经计划好了，酒

和饮料也肯定管够。”李立平笑着说。
李立平还向记者展示了采购的

装饰用品，大红灯笼、LED 小彩灯、
春联、拉花等一应俱全。“准备马上
就布置起来，营造一个浓浓的过年
氛围，大年三十晚上还将给大家发
大红包，让留下来的员工照样能欢
欢喜喜过大年。”

根据安排，工地在大年三十至
正月初二休息。对此，舒鹏和刘金
燕已经有了初步计划：“来工地后还
没出去玩过，九江长啥样都不知
道。我想去庐山玩一下，然后在市

区逛一逛，买点东西
给 家 人 寄 回

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