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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请缨，发起“医护专车”，当好
白衣天使上班路上的“爱心摆渡人”

2020年春节期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席卷全球，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此展开。
由于疫情突发，城市的日常交通暂停，一线
的医护工作者出行时有不便，当时范越甲即
萌生了组建保障车队为白衣天使保驾护航
的想法，并制定保障方案。在石家庄新干线
旅游集团的支持下，他和50多名志愿司机一
起递交了请战书，于2020年2月5日，正式启
动上线“医护专车”，为河北省胸科医院、石
家庄市第五医院等省市新型冠状病毒定点
医院和部分发热门诊的一线医护人员提供
免费接送服务，一直奔跑在抗疫交通保障的

“火线”上。
作为队长的范越甲考虑最多的，是如何

把好事办好，不能好心办坏事，绝对不能让
疫情通过车厢传播，让医护人员在坐车期间
出现问题。他多方筹集采购消毒防疫物资，
每次行程结束后对车内消毒通风，杜绝病毒
通过车厢传播。此外，他和同事们还发明了

“车内隔离防护膜”，即使用聚氯乙烯材质的
塑料薄膜将车内顶、前排座椅背面、车厢两
侧等部位贴合连接，使车厢前后形成相对独
立的空间，有效阻断病毒通过飞沫传播，等
于给车戴上“口罩”；将驾驶室与后排物理隔
离，司乘分门上车，避免交叉感染，保护司乘
人员的安全。他将“车内隔离防护膜”的安
装标准流程制作成图文和操作视频，通过哈
喽优行公众号发出扩散，方便广大司机参照
制作。50多天里，他护送医护人员 300多趟

次，他专业、贴心的服务更是受到医务人员
的一致好评。

2020年底，他获评 2020年度“全国道路
运输行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优秀个人”。

守土尽责，发起“应急保障车队”，成
为返石群众回家路上的“温暖守护人”

2021年新年伊始，石家庄遭遇了一次突
如其来的疫情，1月 5日 22时 30分许，正在
观看石家庄市疫情防控发布会的范越甲，意
识到当时疫情形势的严峻，他在家中收拾了
几件衣物和洗漱用品，就回到位于石家庄市
大安舍村的公司宿舍。想到疫情突发，在全
市静态管理期间的应急交通保障工作肯定
需要有人做，他连夜准备，之后的几天里他
和哈喽优行的工作人员一起筹备防护物资，
并配合社区做好每天的核酸检测工作。

1月 9日，石家庄公交、地铁、出租车全
部停止运营。为保障城市客运暂停期间的
疫情防控用车需求，他发起召集50名志愿司
机成立“哈喽优行应急保障车队”，所有的车
辆都张贴了“疫情防控，服务群众”的爱心标
识，在城市客运暂停运营期间，由交通部门
分配给市内各区统一调度使用，为市内街
道、社区群众提供应急交通保障。

与此同时，范越甲通过哈喽优行平台发
起了“我们的家园，我们来守护”应急保障车
队招募活动。在他的号召下，短短几天，又
有几百名爱心车主加入志愿保障车队，为全
市抗击疫情贡献一份力量。

1月 10日，当了解到石家庄火车站有外
地返石群众滞留在站前广场、需要交通工具

回家的求助后，范越甲主动带队和火车站民
警对接，双方配合接送人员。之后在市交通
运输局和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
统一调度下，在火车站设立了群众接返服务
台，并迅速召集了一百多辆应急保障车辆。
直到 2月 23日，火车站接返工作结束，他们
免费运送了数千名返石群众，其中有孕妇、
老人、学生、儿童等。作为应急保障车队发
起人的范越甲，这段日子早出晚归，一直在
调度、沟通、护送乘客，为返乡人守出一条温
暖的回家路。

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为行动不便的
居民送医送药、购买生活用品，送患者就
医，从火车站运送石家庄返乡大学生回家
……一天接上百个电话，是范越甲的常态，
每天手机至少充三次电，常常每天忙到凌
晨 1时才回到公司宿舍。在这段特殊的日
子，他顾不上晋州老家卧床的老父亲，但居
家的母亲、妻女都给了他很大的鼓励。1月
8日，是范越甲37岁的生日，这一天，他收到
了 7岁女儿的生日礼物——一幅为石家庄
加油的彩色画。“父母很理解，爱人很支持，
女儿很懂事，家人给了我强大的后盾，是我
最坚硬的铠甲，让我得以全力以赴去为大
家服务！”

有两次将尚未满月的婴儿送回了家的
经历让范越甲记忆深刻。“这两个宝宝都是
早产儿，都是在保温箱住了一段时间后才符
合出院标准，但由于疫情原因，孩子的爸爸
妈妈都无法到医院接孩子，所以向我求助。”
范越甲说，在履行了派车手续和家长委托及
医院方手续后，范越甲通过石家庄市道路运

输行业协会找到了两名有护师资格的志愿
者一同将襁褓中的婴儿平安送回了家。

一次次温暖的接送服务，发生了许多暖
心的事，更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广泛好评，也
得到中央、省、市各级媒体的关注。

1月 18日央视综合频道《新闻联播》，19
日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以《河北志愿
车队 当好疫情下的城市“摆渡人”》为题，对
范越甲和石家庄应急保障车队积极主动为
百姓提供服务的情况进行了报道。在采访
中，作为省会志愿者代表的范越甲说：“我们
的志愿者有的是私家车车主，有的是网约车
司机，我们大家开着自己的车，来运送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有在襁褓当中的婴儿需要
送回家，有怀孕待产的孕妇需要做产检，也
有生病的老人需要送到医院……每一个人
背后都可能是一个家庭的期盼。我们的车
辆在石家庄的大街小巷里穿行，我们每辆车
都在社会上流动，就像我们血管里的血液一
样，只要在流动，就永远有活力。我们石家
庄人民面对困难从来都没有怕过，我们一定
能战胜疫情，石家庄必胜！”

近年来，范越甲还获得共青团河北省委
“冀青之星——青春抗疫特别奖”、石家庄市
文明办“身边雷锋”等荣誉称号。得知自己
被评选为交通运输部“2021年最美出租汽车
司机”后，范越甲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人民群众有需要的时候，立足自己的岗位
作出应有的贡献，感到无比光荣和荣幸。在
今后的工作中，我要散发更多光和热，让大
家能感受到党员带来的温暖，让我们的省会
更加美好、社会更和谐。”

做省会群众的守护人
——记石家庄新干线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哈喽优行）范越甲

西风挟着西伯利亚寒流，狂暴地肆虐靴
城。呜咽的风啸响了整整一夜。早晨起来，
小区庭院里各种各样的树叶，都在寒风中瑟
瑟发抖。平常干净的地上，也铺了厚厚一层
红的、黄的、青红杂间的叶子。于是，在早起
上班的人们熟悉的问候声中，整个小区的保
洁阿姨，奋力在大地上扫除落叶的身影，也
成为了小区寒冬里的一道风景线。

春生，夏盛，秋黄，冬落。四季在变换，
树上的叶子也迎来一年里不可逃脱的终
点。初秋至寒冬，它们以斑斓色彩愉悦了人
们数月，而今燃尽辉煌，终于到了生命升华
的时刻。落叶归根，是的，就是落叶归根。

它们，以华丽的转身，化作腐泥，丰富大地，
营养万物。

这也是一场习以为常的战争。风用力
地撕扯树枝上挂着的树叶，用手拽、用牙咬、
用脚蹬，有一种把树叶全部打落尘埃的劲
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输人不输阵。尽管在争斗中，叶子落于
下风，被风吹得漫天飘零，但是叶子们并不
轻易言败，不肯轻易离开养育了他们一整年
的大树。它们拉紧披风，卷起身子，抓牢树
枝，虽然上下左右飘摇，却依然艰难地站稳
脚跟，顽强地抵御西风的进攻。一些已被阳
光曝干的树叶，也用尽全力哗啦啦地为战友

摇旗呐喊。
一番较量过后，西风势弱。勇敢的啦

啦队用忠诚为同类赢得战争，洒尽热血。
枯叶在空中轻轻飘荡，尽情诉说对大树的
不舍，最终化作诗与远方，履行了自己最后
的使命。

傲然挺立在树枝上的红叶、黄叶，以英
雄的姿态，投影在湛蓝晴朗的天空下，仿若
雄兵雕塑。

心有不甘的西风，愤愤不平地卷动地上
的落叶，层层叠叠，贴地涌动。尘土混合着
战争留下的落叶残躯，从树躯间呼啸而过，
奏响一曲挽歌。

哗啦啦，哗啦啦……在清洁阿姨不停地
扫动下，落叶被归为一堆一堆的。落叶团聚
在一起，等待落雪的一天，吸收、融化，积蓄、
勃发。 （作者系保津公司办公室职工）

落叶赋
□□魏立涛

冬夜雪
□□张颖

（作者系沿海高速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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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做的坎肩
□□陈月坤

放假在家收拾屋子，看见了母亲生前给我
做的小坎肩。坎肩是里外两层的，外面是红底
棕边长方格样式的棉布，里面是红底黑色圆点
的绒布。这是母亲在买了缝纫机后应我的要
求给我做的，腰身有型，穿在里面既服帖又暖
和，外穿也好看，我喜欢极了。

小时候，母亲给做的棉袄、棉裤基本都是上
下一个桶形，因为那会儿的面料大都没有弹
性。那时候冬天半夜一刮风，母亲担心我们姐
儿仨挨冻，就连夜赶制棉衣。母亲做衣服很有
自信，极少用尺子量，基本都是用眼看着差不多
就下剪子，做出来也只稍稍肥大些，为着里面再
套里衣。我们的棉袄、棉裤都有现成的里和面，
先把棉袄、棉裤的布片缝上两个边，面料反着往
上蓄棉花，再将里和面分开包住棉花，引上几道
线将棉花固定好；接着将前片、后片合到一起缝
上领子，再与两边袖子缝到一起就有了棉袄的
雏形。母亲是先缝外面，再缝里子，最后缝住衣
服下摆，这样做出来的棉袄平整又好看。衣服
大致做好后，还需要在左边的前门襟上缝一条
半公分左右的布边，缝的时候空出扣眼，在另外
一边门襟对应位置钉上黑扣，这样一件棉袄就
做好啦。棉裤也一样，先缝片，两片分别合上裤
腿和裤裆，最后往上缝裤腰，再沿着裤腰中间分
别缝上两根粗点的布绳，这就算是腰带。说着
简单，可那时没有机器，半个晚上母亲就单靠一
双手、一根针要做出上下 6件棉衣，时间也很是
紧张，所以每次早上醒来，母亲总让我再多睡一
会，并略带愧疚地安抚我道：“马上就好，马上就
好，你哥哥姐姐要上学，他们的要先做，你再等
等。”同时，她手里的活一下没停，于是我总是最
后一个穿上棉衣的。当时母亲做得飞快，所以
衣型不够细致，但是我们几个在那个没有暖气
的年代却从没有挨过冻。

那会儿母亲就在煤油灯下做棉衣，家里那
盏自制的煤油灯陪伴着母亲熬过了无数个冬
夜。因为怕费油，家里的油捻都做得很细，直径
最多也就 3毫米，点灯后，真就是黄豆般大小的
烛火，微弱极了。就在那昏暗的油灯下，母亲做
了很多年针线活，才盼来了电灯。至今我还清
晰记得母亲的唠叨：“花不花，四十八，看看，我
这还没到呢，眼就花了。”那一年母亲43岁，后来
只要我在家，每次纫针都得我来。

我上初中后，家里经济状况好转一些，母亲
终于有了缝纫机，上海飞人牌，当时花了170元，
母亲心疼了许久。那会儿，母亲用姐姐结婚剩
下的格子布，按着我的身材比划着裁剪一番，用
缝纫机做了这件我最喜欢的小坎肩，当时我穿
上后激动得不知道在地上转了多少圈。后来日
子越过越宽裕，外面卖的衣服样式也多，母亲就
很少做这种稍微讲究点的衣服了。但是母亲亲
手给我做的小坎肩，虽已不能穿了，我却一直珍
藏着。

窗外，北风呼呼地吹着，屋内却特别暖和，
怀里抱着母亲给我做的小坎肩，我睡意朦胧，心
却清醒，多想再回到小时候，还是那个小屋，还
是那个冬日早晨，我睁眼就听见母亲说：“三儿，
再睡会儿啊，马上就好。”

（作者系石青公司职工）

全国“2021年最美出租汽车司机”风采

书是人这一生不可或缺的朋友。读
书，对我来说，充盈着心灵，滋润着心田。

不知你是否与我有同样的感受：当喜
欢一位作家时，就想把与他有关的书都买
下来，想读他读过的书，想看他写过的文
字，想领略他走过的路。

一本好书，它向你传递的是知识、是文
化、是视野、是胸襟。比如《文化苦旅》，它
带我了解了很多知识，有关莫高窟、有关民
间藏书、有关文人、有关文字……正是这本
书让我走近余秋雨这位作家，也打开我与
《中国文脉》《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吾家
小史》等书的大门，走上愈来愈宽广的阅读
之路。

最励志的书对于我来说，莫过于史铁
生的散文。史铁生是用他的人生在书写。
读他的《我与地坛》，读到的是他在失去双
腿时的孤寂、痛苦，以及他向生活歇斯底里
地呐喊；读他的《秋天的怀念》，读到的是他
对母亲浓浓的思念，那种思念是一种悔恨，
甚至是一种无法弥补的过错；读他的《病隙
碎笔》，读到的是他的病情一再恶化后，依
然利用各种碎片化时间执着写作的勇气。
史铁生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会不断地
去问自己，在面对日常生活中的困难挫折
时，有什么理由去抱怨、去放纵自我？

人在每一个阶段，可能都会寻找一个
心灵的驿站，而王安忆的书就是我现阶段
寻求的那个驿站。她的散文集让我看到一
个年轻的、正处于学习过程中的王安忆，是
真正的王安忆。而她不同时期的散文，反
映的即是她人生各个阶段的状态和生活轨
迹。读她的文章有一种说不透的微妙，看
似平淡却意蕴深厚。她的散文《回忆文学
讲习所》记录了在讲习所学习和写作的过
程，她们接受着文学大师的教育和指点，犹
如享受着一场听觉和视觉盛宴，是多少文
学爱好者可望而不可及的。

这一本本书，让我得以看到一个个鲜活的
人生，也让我学会更积极地面对自己的人生。

（作者系张涿分公司涿鹿收费站员工）

我与书我与书
□□贺玉珍

□□李名栋

迈开脚步 浸湿了鞋
风霜夹叠 云开雾灭
银河圆月 柔和也热烈
漫天遍野 笼罩无缺
将脆弱消融 却思念深切
脆冷的柔软 是初雪
寂冷的温暖 是冬夜
怀抱着期待 赴下一场约
回眸转角的街
灯火明 花不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