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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没钱，回家过
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
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
节日。回家过年，是一种
传统，以一家人团圆的形
式，透着亲情的味道。当
春节来临，在外的游子无
论离家多远，不管有钱没
钱，他们归心似箭，都希
望回家团圆。当然，也有
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不
能回家过年。但回与不
回，家就在那里，家及家
人，是他们内心永久的港
湾和依靠。连日来，记者
采访了多名在青打拼的
异乡人，他们来自不同的
行业，来自不同的地方，

“今年一定要回家过年”
是他们的心愿。

第一次来到青岛时，张宇只有
20岁，一晃25年过去了。25年来，
张宇在青岛经历了当兵、创业、结
婚、生子的多个重要时刻。创业的
历程一路走来，如今张宇在青岛成
立了北京怀保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青
岛分公司、山东高英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两家企业，可是在外打拼，他已
经4年多没有回老家陪父母一起过
年了。“带着孩子回家看看，看看我
长大的地方。”这个春节前，张宇一
家人踏上了回乡之路。

退役后选择在青岛创业

1998年，20岁的张宇只身一人
来到青岛当兵。那时的他一定不知
道，青岛这座城市将成为他待得比
故乡更久的地方。

“我在部队上待了 16 年，2014
年退役转业。”此时，张宇已经在青
岛结婚生子，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

“青岛是一座很有魅力的城市，我很
喜欢青岛。”张宇希望能够在青岛开
创一番事业，几经思考选择了自主
创业。“从部队退役后，其实自己什
么都不懂，就想着要利用好当兵十

几年的经验，做点自己能做的事
情。”于是，张宇便将创业目标定在
了物业管理、安保服务等方面。

创业初期，张宇也遇到了不少
难题，首当其冲的便是要不断恶补
有关物业、安保方面的知识。“刚开
始，我对这两个专业几乎一窍不通，
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觉得自己在
部队上当了十多年班长，有一定的
带兵、管理经验，便想着试试看。”向
业内人士请教管理经验，围绕创业
所遇到的问题不断探讨钻研……就
这样，事业慢慢地走上了正轨，张宇
目前担任两家公司的负责人，带领
着一支将近200人的团队。

后备厢塞满青岛特产

“自从来到青岛后，每年回家的
次数越来越少了，尤其创业初期比
较忙碌，再加上疫情原因，算算已经
将近5年没回老家了。”张宇告诉记
者，在外打拼多年，欠缺了对父母的
陪伴，作为儿子心里也有些愧疚。
虽然平时也会和父母视频通话，可
终究不如见面亲切。

1 月 14 日农历小年当天，张宇

带着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一家四口踏上
了回家之路。“这次我们选择自驾回
去，正赶上春运，高速上返乡的车流量
不小，花费了大约11个小时才到家。”
张宇说，在返程之前自己特意买了不
少王哥庄大馒头，准备带回去给家人
尝尝。“除了王哥庄大馒头，我还买了
不少海鲜和青岛啤酒，把后备厢塞得
满满当当。”

“这次回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带
着两个孩子回我长大的地方看看。”张
宇说，两个孩子从小就在青岛长大，对
于河南老家的一切都很陌生。

“我打算除夕当天启程回老家，
家里老人盼了好久了。”在市北区台
东步行街开了一家水果捞店的李普
玲笑着告诉记者，自己已经下单了一
些礼品提前邮寄回老家，“买东西寄
回家，比我们带东西回去更方便。”

除夕当天赶回老家

台东步行街已经有了浓浓的年
味，记者走进李普玲的水果捞店时，
水果、酸奶等食材切好整齐地摆放
在桌台前。记者粗略算了一下，一
共 20 多种水果，有菠萝、杨梅、草
莓、火龙果等。不时有顾客进店买
水果捞，到账7.8元、到账11.9元、到
账13.3元……10平方米的小店，收
款提示音不时响起。

李普玲向记者介绍，她在台东步
行街做生意已经有十多年了。年轻
时她和爱人从诸城老家到青岛奋斗，
并最终在这座城市安了家。“往年最
期待的就是回家过年，一家人热热闹
闹过个团圆年。”李普玲说，近两年因
疫情防控需要，他们没有回老家过
年。“我跟爱人都是家里的老小，两边
老人最挂念的就是我们，尽管我们现
在也已经50多岁了，但在父母眼里
永远都是小孩子。”李普玲说。

今年，李普玲和爱人早早就商
量好要回老家过年。“我现在每天都
在数日子，盼着年三十回家。”李普
玲表示，在青岛过年虽然也是开开
心心的，但心里总感觉少了点什
么。“在老家过年，整个正月都是热
热闹闹的。吃完年夜饭后，我们一
般就会串门闲聊或者打打牌，正月
里再走走亲戚，去田间地头转悠，那
感觉才叫过瘾。”李普玲说。

年货提前快递到家

“我回家后得走走亲戚拜访老
人，给家里增添点儿节日气氛，家
里头要有年味儿。”谈起回家过年

的心情，李普玲两眼放光，“那是相当
快乐！”

“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家园越
建越美好，走到哪都有美景。过年期
间得好好计划一下，争取多出去走走
看看。”在儿子的建议下，李普玲将行
李、年货提前快递回了老家，准备轻装
上阵踏上返乡路。“不过这两天我又特
意准备了一些礼物。一回到老家，亲
人们肯定要来车站接我，到时候得给
他们递上专门购置的这些礼物，毕竟
这份心意总是不一样的。”在李普玲看
来，只有双手递上的礼物才是“热乎”
的。“大年初一我们准备领着孩子一起
给长辈们拜拜年，延续过去的年味
儿。”李普玲说。

日渐恢复活力的台东步行街现在
已经充满浓浓年味，可口美味的小吃交
织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勾勒出市井烟火
气的温馨画面。“我跟爱人商量着今年
早点回来，准备初三就从老家往回赶，
最晚初四就开业。”面对崭新的一年，李
普玲信心满满，准备大干一场。

过去 3 年，许多在异地的游子
没能回家过个团圆年，而当“就地过
年”成为过去式后，人们再次踏上了
春运回家的旅途。

据交通运输部门初步分析研
判，2023年春运期间客流总量约为
20.95 亿人次，比 2022 年同期增长
99.5%。增长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
牵挂亲人的身影，是一份份思乡心
切的想念，是近几年没回家过年的
人，最为期待的一个春节。

前两年在进行“就地过年”的采

访中，听到了不少在青岛打拼的异乡
人关于家乡与亲人的思念，他们在积
极响应国家号召的同时，将思乡情感
暂时深藏心底。今年，当感受到每一
名受访人在奔赴回家旅途上那溢于言
表的喜悦时，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回
家过年”这4个字背后蕴含的意义。

当然，过一个欢乐祥和年的同
时，防疫与健康依然是最重要的事
情。祝福每一个踏上归程的你，一路
平安，在与家人的拥抱中迎接崭新的
2023。

记者：今年回家带了什么礼物？
张宇：这次除了带回不少青岛特

产外，还特意给母亲买了新衣服。
记者：今年回家过年计划怎么过？
张宇：除夕夜肯定要一家人坐在

一起吃年夜饭，陪陪父母。后面几天
带着孩子走亲访友，有很多从小玩到
大的朋友和同学都在老家，大家都已
经各自成家了。虽然平时在微信上经
常联系，但很久没有见面了，这次回
去，希望有机会见见大家，一起聚聚。

记者：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
张宇：最近几年，每个人的生活都

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现在最大的心
愿，就是希望大家都健康快乐，疫情尽
快散去，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富强，大家
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姓名：张宇 家乡：河南南阳
职业：北京怀保保安服务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经理

“带孩子回我长大的地方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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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范贵新 家乡：吉林通化
职业：城运控股交运温馨巴士隧道

“回家陪陪最想念

记者：今年回家，最想念的人是谁？
范贵新：最想念的肯定是老母亲，

虽然平时也经常视频电话，但肯定比
不上见一面。

记者：今年回家过年计划怎么过？
范贵新：好不容易回家一趟，这

几天最重要的就是陪陪家人，陪两
边的老人聊聊天，一起吃顿久违的
团圆饭。

记者：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
范贵新：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一

定是最重要的，希望全家人都平平安
安、健健康康的。工作中，我也会继
续用微笑面对每一名乘客，提供温馨
服务。

/ 对话 /

“仔细想想，已经有五六年没有回
老家了。”说这话的是城运控股交运温
馨巴士隧道3路驾驶员范贵新。今年
49岁的范贵新已经在青岛扎根安家，
可是远在东北老家的母亲却是他始终
放不下的牵挂。今年，范贵新思索再
三决定休个年假，回家陪老人过年。

自驾20多个小时到家

1月13日（腊月廿二），范贵新和
妻子便收拾好行囊，踏上了返乡之
旅。鲅鱼、大虾……在出发前，一大早
范贵新就来到海鲜市场打包了不少海
鲜，准备带回家让亲戚朋友一起尝尝。

“我们选择了自驾回家，20 多个
小时的车程，我们两口子轮换着开车，
小年当天中午就到家了。”记者与范贵
新取得联系时，他刚刚回到通化老家，
见到了多年未见的老母亲，话语中难
掩激动。

范贵新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今
年已经80多岁了，平时在家由3个姐
姐轮流照顾，“前段时间老人生病了，
我在青岛也很担心，但是相隔太远，什
么忙都帮不上，只能每天通过视频电
话了解母亲的情况。”母亲即使正在生

病，也依然不想让这个远在外地的儿子
担心，反而一直在视频中嘱咐儿子要“慢
点开车、注意安全”。“家里老人的身体情
况也是我今年决定回来过年的原因之
一，我和妻子两边的老人都刚‘阳康’不
久，虽然都恢复得不错，但是心里一直记
挂着，回去看看我们也能踏实一些。”

范贵新说，女儿从上小学时就跟着
来到了青岛，现在又在北京工作，最近几
年也一直没回老家。“前几年都是我们一
家三口在青岛过年，今年女儿正好提前
休假，我们一家人终于可以在通化大团
聚了。”范贵新说。

青岛成了“第二故乡”

对于公交驾驶员而言，节假日跟平时
别无两样，他们一如往常手握方向盘，行
驶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范贵新也不例外，

“好几年大年三十都是在班上度过的，下
了班同事们一起煮饺子吃个年夜饭，这种
感觉也很温暖。干一行爱一行，既然从事
这一行业，就要担起身上的责任。”

今年是范贵新来到青岛的第 20 个
年头，青岛已然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自2012年进入城运控股交运温馨巴士，
范贵新便一直驾驶隧道3路公交线路，

至今已安全行车45万公里，一直保持
“零责任投诉、零责任事故”的好成
绩。11年间，每天在西海岸新区与青
岛市区间往返，范贵新可谓见证了青
岛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隧道公
交的开通，结束了‘青黄不接’的历史，
西海岸新区和市区来往更加畅通，看
着青岛越来越好，我也是发自内心地
感到高兴。”

1月23日（正月初二），范贵新就
将启程返青，回归工作岗位。“早点回
来，一方面是为了错开返程高峰，另
一方面也要继续坚守岗位。家人是
我在外奋斗的动力，希望新的一年工
作顺利、家人健康。”

姓名：李普玲 家乡：潍坊诸城
职业：台东步行街熊甜甜水果捞店老板

“家里老人盼了好久了”

人
物

3

记者：回家最想干的事是什么？
最想的人是谁？

李普玲：最想念的还是我母亲，她
2022年春天刚做了心脏手术，还是非
常担心她的身体。尽管我大哥一直在
身边陪着，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父母
毕竟年纪大了，他们不图儿女多少金
钱的回报，只想在关键时刻与儿女在
一起，享受一下晚年幸福。

记者：计划怎么过年？
李普玲：除夕当天晚上准备在婆

婆家，一家人看着春晚，包着饺子，
讲讲这段时间发生的事，听听父母
的唠叨。

记者：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
李普玲：团团圆圆、平平安安就是

最大的心愿。新的一年，希望台东步
行街客流量越多越好，这样，我的小店
营业额也能够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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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过年是最大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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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幸福
记者采访多名在青打拼的异乡人

范贵新（左一）
和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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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与不回
家都在那里
早报新春特别策划

3路驾驶员

的老母亲”

叫回家过年
全家团聚是他们这个春节的共同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