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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肩作战 给你最美的浪漫
今天是七夕佳节 记者探访岛城一线“夫妻档”坚守岗位就是他们彼此的陪伴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也是传统的七夕佳节，“牛郎织女”的美丽爱
情传说更使其成为象征爱情的节日，被称为“中国情人节”。在这一天，
有如胶似漆的伴侣共度良辰，也有坚守岗位的夫妻心心相印。岛城有不
少这样的夫妻档，他们是现实生活中的“牛郎”和“织女”，虽然工作地点
近在咫尺，却因为要坚守岗位，只能两两相望，少有时间相聚。他们的努
力和付出，让这个忙碌的节日变得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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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路驾驶员梁泽涛 公交安全人员纪丽红

携手打造七夕主题车厢
“大部分人 20 多岁成家，夫妻相伴

白头到老，就算在每年的七夕说一句‘我
爱你’，一生中也只有 70 多次表达爱意
的机会。我们这次打造七夕主题车厢，
就是想提醒乘客们人生短暂，有爱就要
及时表达出来。”昨日一大早，103 路驾
驶员梁泽涛便和妻子纪丽红来到车队布
置车厢，两人一个吹气球一个挂彩带，忙
得不亦乐乎。梁泽涛是青岛城运控股公
交集团城阳巴士公司的驾驶员，妻子则
是负责安全的工作人员，两人结婚20多
年，却很少一起过节，因为每到节假日是
他们工作最忙的时候。梁泽涛告诉记
者，就连每年的除夕夜他都是在末班车
上度过的，更别提陪妻子过浪漫七夕
了。可是妻子纪丽红从没有过抱怨：“他

开早班车的时候，凌晨三四点就出门了，
可末班车的时候半夜十一二点才回
来，真是很辛苦。虽然陪伴家人的
时间比较少，但是我们全家人都
很支持他。”绑完气球、挂完彩
带，车厢里顿时变得浪漫起
来。纪丽红正感叹着传统节
日的浪漫美好，梁泽涛从驾
驶座后边捧出一束鲜花递
了过来：“老婆永远美丽动
人，这些年操持家里大大
小小的事务辛苦啦！”面
对梁泽涛的真情告白，纪
丽红红了脸，“没想到他
早就准备好了鲜花，真是
太惊喜了！”

○ 117路驾驶员刘云、孟丽

一家三口在食堂相聚
刘云和孟丽同为城阳巴士公司 117

路的驾驶员，是“你上早班，我接晚班”的
典型公交夫妻档。昨日，刘云带着孩子
手捧鲜花走进车厢，为刚刚下班的孟丽
送上节日惊喜。“太开心了！”孟丽激动地
抱起孩子，与刘云牵手享受这难得的温
馨时刻。孟丽告诉记者：“我们俩轮流带
娃，一个上早班，另一个就在家中带孩
子，有时候中午发车时间紧，来不及做

饭，就带着孩子来车队，一家
三口在职工食堂相聚。”“平
时跟她也就是交接班的时候
说上几句话，然后又投入到工
作中，心里多少有些歉疚。这次
七夕节送上小惊喜，希望她能感
受到我的心意。”刘云知道妻子每
天照顾孩子、照顾家庭很辛苦，不善
于表达的他难得浪漫了一次。

○ 937路驾驶员肖龙钦、车队食堂炊事员宁丽娟

他负责开好车她负责做好菜
“我的‘管家’老婆，辛苦啦，七夕快

乐！”937路驾驶员肖龙钦在七夕前夕特
意买了一束红玫瑰，送给在车队食堂做
炊事员的妻子宁丽娟。肖龙钦表示两
人已经结婚 18 年了，相濡以沫的日子
里，妻子宁丽娟总是勉励他、支持他。
他平常开车早出晚归，经常顾不上家，

但妻子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照顾好了
老人和孩子。

“他在公交一线为乘客开好车、服好
务，我作为食堂炊事员做好可口饭菜，为
他做好后勤保障，在家里也是如此。”宁
丽娟表示，七夕的惊喜浪漫虽然只有一
刻，但点点滴滴的幸福每天都在积攒。

○ 市立医院延荣强、李平

丈夫援藏回青与妻共度七夕
7月26日，青岛市市立医院本部心内

一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延荣强，结束了
在日喀则桑珠孜区一年半的医疗援藏工
作，回到了妻子和两个孩子身边。他的妻
子李平在青岛市市立医院西院区介入放
射科工作。离别一年半后，今年的七夕节
对他们来说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去年 2 月 28 日，延荣强作为青岛市
第九批“组团式”援藏专业技术人才，启
程奔赴西藏桑珠孜区人民医院，开展为
期一年半的援藏工作。延荣强告诉记
者，援藏中很多场景让他刻骨铭心，激励
着他坚守初心。因为高原反应，他常常
头疼得晚上睡不着觉，还要克服腹胀、憋

气、心率过快等多种不适，但一想到自己
的职责，这些小困难都不算什么。本是
心内科医生的他，到了藏区担负起全科
大夫的职责。他多次带领医疗援藏队下
乡义诊，成立了山海情红马甲服务队，跋
山涉水上门给藏族乡亲们义诊，同时筛
选先心病及高原特色病，如失聪和骨关
节病的病人，为下一步手术做准备。

延荣强的妻子李平是市立医院西院
区介入放射科的主管技师，平日工作也很
繁忙，经常在手术室加班。家中还有两个
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刚上小学。延荣
强援藏后，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妻子身
上，一家人只能在晚上有空时视频聊天，

也常常因为彼此时间不凑巧而错过。
“今年年初的时候，小儿子发烧，我

也病倒了。”李平说，虽然远隔千里，但是
彼此依然坚定地相互支持，“我们常常给
彼此鼓励打气，工作中遇到难题也会相
互交流，最感谢的是医院和同事提供的
许多帮助。”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过节的概念，大
多数时候都是各自在医疗岗位上拼搏。”
延荣强说，七夕节当天，他要利用难得的
休息时间照顾放暑假的孩子，而妻子李
平会照常工作，他准备在妻子晚上回家
后“浪漫一把”，买个蛋糕一起吃，庆祝这
个难得的团圆七夕。

❹王东海、宫献文带着女儿拍摄全家福。 受访者供图
❺董人玮、张晶给孩子过“百岁”。 受访者供图
❻延荣强和妻子李平。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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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中心医院王东海、宫献文

“双护”伴侣聚少离多
“我们很多年没过七夕

了，基本上都是在各自的工作
岗位上忙碌。希望她天天开心！”这

是青岛市中心医院护士王东海对妻子宫
献文的七夕表白。王东海是青岛市中心
医院的一名护士长，宫献文是市中心医
院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的护士，他们是一
对“双护”伴侣。2020年初，王东海在湖
北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请征出战，跟随山
东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驰援黄冈市。在
圆满完成任务隔离回家后，王东海看着
因对他感到陌生而不敢靠近的女儿，不
禁红了眼眶。2020 年 9 月，王东海前往
华西医院进修，直到 2021 年 3月才返回
家中。“好在女儿大一些了，这一次我回
家她不再害怕，而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
拥抱。”王东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开心地
说道。

今年3月，青岛疫情有所反复，王东
海立即报名前往一线。他3月份到达定

点医院，4月19日转调到城阳备用医院，
这一待就是 3 个月，直到 7 月 29 日才回
到家中。“大概 8月 9日我就要回备用医
院继续工作，这几天我要好好陪陪爱人
和女儿。”王东海说道，女儿今年 3 岁，8
月中旬就要上幼儿园了，这 3 年他在外
的时间远远超过在家里的时间，甚至很
少能电话联系，对于妻儿，他觉得心有愧
疚，“有时候妻子和孩子想我了，打电话
过来，一半以上的电话我都没时间接
听。偶尔接了，还没说两句，一有病人我
就得匆忙挂断。”

宫献文工作的静脉用药集中调配中
心是为“打点滴”服务的，负责调配患者
的静脉用药。早上 6 点多，市中心医院
门诊大楼后方的静配中心已经开始了一
天的运作，这里的医护人员是医院中最
早开始上班的人。“我俩都是护士，平时
工作很忙，病人很多，两个科室各自排
班，很少有凑在一起的时候，更别提过节

了。”宫献文告诉记者，“我能感觉到丈夫
对家庭的牵挂，但因为工作原因，他没有
时间和精力照顾家庭。我支持他的工
作，患者更需要他。我会在坚守好自己
岗位的同时，把家里的事情和孩子照顾
好，免除他的后顾之忧。”

谈起今年七夕节要怎样过，王东海
笑着说：“我平常也不太会表达，她也懂
我。我们准备带着老人、女儿一起好好
吃顿团圆饭。”3 年间，王东海连春节都
是在外地度过的，很少有时间和家人吃
一顿团圆饭。“那天我和妻子翻照片才发
现，我们一家三口没有一张全家福。所
以这一次我们为了七夕准备了个特别的
礼物——一张全家福。”王东海说起七夕
的打算满脸幸福，“这份礼物很有意义，
我们带着‘爱的结晶’致敬我们的爱情。”

本版撰稿摄影（除署名外）观海
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王彤 徐小钦
实习生 王冰 通讯员 邵英世

○ 青岛客运段北京动车队列车长董人玮、张晶

舍小家顾大家照亮旅途
又是一年七夕节，甜蜜的情

侣或是夫妻们都在愉悦地商量
着如何过节，而同为列车长的
董人玮、张晶夫妇的对话中，
习以为常里又有一些小遗
憾：“明天七夕了，可惜我不
休班呀，你呢？”“我也是，明
天得上班，最近旅客是真
多。你戴好口罩，按时吃
饭。”

董人玮、张晶同为
青岛客运段北京动车队
列车长，负责列车的旅
客运输工作。“2018年1
月份，他来到我们班组，
成为当时班组里唯一一
个男生，我们就把脏活
累活都交给他。”张晶笑
道，“当时我就发现，这
个人性格特别踏实，做事
情也很认真。”工作中接
触多了，两个人心里埋下
了爱情的种子。

2018年10月，董人玮、
张晶结婚了。“工作原因不能

请长假，我一直觉得欠了张晶
一趟蜜月旅行。”董人玮告诉记

者自己心中的遗憾。2020 年 3
月，张晶在烟台待产，为了不耽误

工作，在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董人
玮才请了假赶到妻子身边陪伴。孩

子出生仅一个星期，董人玮就回到了
工作岗位上，为此，他的心里愧疚无
比。“直到孩子过‘百岁’，我都没怎么照
顾过母子俩。每每想到这些事，我都无
比自责，错过了孩子成长过程中许多精
彩的瞬间。后来，就连孩子第一次叫

‘爸爸’，我都没在他身边，只是听爱人

转述说儿子会叫爸爸了。
2020年3月底，张晶结束了产假，第一

时间奔赴到了铁路一线，和董人玮一起在列
车长这个岗位上奋斗。夫妻二人忙于工作，
儿子只能托付给在烟台老家的父母照顾，他
们经常商量好回烟台看儿子，却总是因种种
原因没有成行。“因为疫情影响和工作的繁
忙，我这些年基本没有回过烟台，每次休班
的时候妻子都想和我一起回去看儿子，可我
总是说‘你回去吧，我还有工作’。”说起这
些，董人玮眼里泛起泪光，“每当这个时候，
母亲都会打来电话安慰我和妻子，说知道我
们的工作性质，理解我们，让我们踏踏实实
地工作，孩子交给她，让我们放心。每天晚
上，爸妈会定时在我们的家庭小群内发一些
儿子的视频。晚上睡前的那段时间是我们
最放松开心的时间，看着视频里儿子天真的
笑容，一天的疲惫都化为乌有。”

“今年七夕节应该又‘泡汤’了，我们两
个都已经习惯啦。今年是我和妻子结婚的
第四个年头，我们始终共同奋战在一线。”董
人玮告诉记者，“我们一般‘干二休二’或者

‘干二休三’，我上班时需要在外面住两晚，
她一般是住一晚。每当我深夜回家的时候，
她因为第二天要上早班，已经早早地睡下
了；而每当她下班回来，我却又要上班去
了。就算能凑到一起，一般也都是在晚上，
一起在家看看电视，睡觉之前聊聊天，偶尔
出去看个电影逛个街，就已经很幸福了。这
么一想，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逛街了，现在
处于暑运，特别忙也比较累，有时间只想在
家躺平休息，不爱出去逛。”夫妻俩有时候会
写一些有温馨话语的小纸条交流，或者得空
煲上一会儿电话粥，忙碌的日子里也充满甜
蜜。“这几年我们几乎错过了每个七夕，今年
七夕节不能一起吃饭看电影，但是我知道他
肯定会给我准备一些小惊喜，有点期待。”张
晶笑着告诉记者。

❶肖龙钦、宁丽娟夫妻。
❷梁泽涛、纪丽红布置车厢。
❸刘云为妻子孟丽送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