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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起疏堵奋起疏堵

■■■■■ ■■■■■ ■■■■■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2月23日，南下的冷空气让海口
变得潮湿寒冷，靠近渡海码头的滨海
大道上，万余辆等待渡轮的车辆，将
原本宽阔的路面变成了“停车场”，台
商许正章和詹夏莉夫妇的“爱情厨
房”便民餐车，就停靠在路边。

“给您米汉堡。”“这里有炒饭。”
“这份粥凉了，加热一下。”具备发电
和加热功能的餐车上，工作人员将一
份份精心烹制的免费爱心餐送到滞
留旅客手中。凉风细雨中，等待的人
们心里有一股暖流涌动。

“这不算什么，换位思考，如果我
是旅客，我现在肯定渴望一份温暖。”

餐车的女主人詹夏莉告诉记者，她和
丈夫2014年从上海来到海口，做餐
饮企业已经有4年。

2月20日，他们准备了一车的食
物，原本打算销售给滞留的旅客，但
当他们看到老人孩子都面临饥饿寒
冷的困境时，改变了想法。“我就在
想，如果那是我的父母、我的孩子，该
怎么办？赚钱的机会还有很多，面对
如此困难，实在忍不下心去赚那份
钱。”于是，她们将300份快餐以及维
他奶等免费发放出去。

“我们都是中国人。”许正章说，
“爱情厨房”的理念就是用心用情和
友善友爱，当初向政府申请餐车时，
他们曾主动提出“当灾情发生时可用

于应急救济”。如今，他们践行诺言，
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点
滴付出可以换来人与人之间的互助
和友爱”。

第一批暖心餐送完，21日凌晨4
时，许正章夫妇紧急召回员工，一起
加班制作餐点，6辆便民餐车同时启
用，配送量增加到每天1000份。

一次次穿行在寒风中，“爱情厨
房”温暖了旅客，也成为城市一道美
丽的风景线。当人们由衷地说着“谢
谢”时，许正章夫妇脸上的笑容很甜。

“你说我们感动了别人，其实我
们也被感动着。”23日下午4时，送完
当天餐点的间隙，詹夏莉得空与记者
多聊几句，她感慨说，几天来，她看到

警察嗓子都沙哑了，看到城管坚守岗
位尽职尽责，看到环卫工人席地而坐
匆匆吃饭，看到志愿者全身是汗毫不
计较地帮助游客，看到记者们顾不上
吃饭认真拍摄采访……内心触动很
大。“如果要问一句，正能量的意义到
底是什么？那就是下次，我们发生麻
烦的时候，不会孤立无援！福往者福
来，爱出者爱返！”

当记者还想再提问题时，詹夏莉
抱歉地告诉记者，她们得赶着准备夜
宵。原本只给滞留旅客送餐的“爱情
厨房”，今天晚上将加做300份夜宵，
送给那些为滞留旅客服务的警察、环
卫工、政府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

台商夫妇启用便民餐车为滞留旅客免费配送餐食

“爱情厨房”烹出暖心餐

■ 本报记者 李科洲 邓海宁

细雨如针，天灰蒙蒙的。今天上
午，在海口市滨海大道和丘海大道交
界处，海口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警员郑
浩然正站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他身
前身后是因大雾滞留而堵成长龙的外
省自驾游车辆。

当郑浩然走到路边执勤时，记者
看到他的眼睛布满血丝。仔细观察，
不难发现，在这里，有好几位交警都像

他一样，眼睛带着血丝，他们是一群
“红眼”交警。

春节黄金周以来，郑浩然和同事
们一直在忙碌，特别是前几天海口三
港（秀英港、新海港、南港）出现堵车现
象后，他们更忙了。这几天，郑浩然每
天都要忙到凌晨1时才入眠，一天的
睡眠时间只有5个多小时。由于睡眠
时间较短，很多人都熬成了“红眼”。

中午时分，在执勤岗亭里，有几位
短暂轮休的交警。有一位支着下巴坐

着打盹，有一位低头伏在桌上小睡。
他们也是“红眼”交警。

“你看，我们中队长更辛苦，他不
仅眼睛熬红了，脸都晒脱皮了。”郑浩
然指着和他一起执勤的海口市交警支
队秀英大队四中队长胡伟对记者说。
胡伟今天早上6时 40分就到岗了。
大年初三、初四和初五，天气晴好，太
阳较晒。脸脱皮就是这3天执勤时留
下的印记。

累的不仅仅是睡眠不足。和“红

眼”一样，“嗓音沙哑”也成了很多交警
的“标配”。

昨天在丽晶路执勤时，郑浩然遇
到了点小情况。根据交通管制，车辆
在这里掉头拐到滨海大道前往港口。
而被管制的车辆要根据前方港口渡轮
运行情况一拨一拨地放行。有一次，
当他放完一拨，后行车辆有游客从车
里出来围着他抱怨不公平，有的甚至
擅自将围栏挪开，想开车冲过去。每
当出现类似情况，他都要一遍又一遍

地解释、安抚。
郑浩然说：“有的游客被堵了两天

一夜，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我尽量好
言相劝。”只是很快，他的嗓音沙哑了，
嘴角两边还起了泡。

中午12时，岗亭里的轮休交警打
开泡沫保温箱，拿出盒饭来用午餐。
而郑浩然还站在路中央，指挥着交
通。他上午10时多就已把早餐和午
餐合在一起吃了。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

海口全力疏导路面交通

“红眼”成了忙碌交警的“标配”
献爱

老人突发脑梗塞
绿色通道送上船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记者梁
君穷）今天晚上7时许，来自江西的旅
客毛先生向12345海口市民服务智慧
联动平台致电求助，其岳母于2月20
日在澄迈突发脑梗塞，然后送至海南
省人民医院，医生建议尽快将老人送
回老家。

接到求助后，12345海口智慧平
台立刻与海口秀英港、海口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联动。秀英港表示可以
提供绿色通道，海口交警支队也分派
警力为毛先生带路。

晚上8时左右，毛先生一家顺利
到达港口上船。

志愿者护送
八旬患病老教师登船

病历纸上的感谢信
■ 本报记者 曾毓慧 通讯员 陈创淼

昨天下午2时许，在距海口新海
港约1公里远的地方，排队候船的车
流早已排成了长龙。81岁的肖书珍
坐在亲戚的小汽车里，满脸倦容，不时
被一阵阵急咳呛得难受，这让陪伴在
一旁的女儿赵婷十分心焦。

老人准备过海中转回湖北武汉，
可她患有重症高血压等多种疾病，且
已连咳多日，再加上此前髋关节动过
大手术，身体状况不容乐观。

“得想法子在天黑前过海，上岸后
给老妈找个旅社休息补觉，不然路途
这么长，真怕她扛不住。”几经纠结，赵
婷决定带上老妈步行去新海港码头。

她一手拎着行李包，一手搀扶着
老妈下车。冷风阵阵，老人才走出几
十米，步伐就迈得越来越缓了。

“您好，老人病了吧？需要帮助
吗？”当时，志愿者吴亮与同伴们见到这
一幕，立即小跑过来，关切地询问着。

得知情况后，在短短五六分钟内，
大家合力卸空了一辆志愿服务保障车
上满载的货物，然后由吴亮与另一志
愿者驾车护送老人至码头。

四五分钟后，车子顺利驶抵码
头。老人紧握着吴亮的双手连声道
谢。据吴亮说：“当时老人执意要问我
姓名，但我只告诉她，过海路上如有困
难，随时找我们海口志愿者准没错！
大家肯定都会帮你！”

老人执意掏出笔，将衣兜里的病
历本撕下底页，然后在背面空白处快
速写下一封简短的感谢信：“海口志愿
者小吴同志非常替老人着想……这种
助人为乐，急人所急的服务大众精神
值得表扬与学习！”

据悉，肖书珍是武汉市桥口区一小
学退休教师，当晚顺利乘船到达广东上
岸后住宿休息，目前已安全回家。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这几天，在海口滨海大道会展中
心路段，人们总能看到这样一个娇小
的身影——她系着高高的马尾辫，穿
着红色的小皮鞋，来回穿梭在滞留不
动的车龙中。

“阿姨，给您水。”因为身体够不
着车窗，每次给车内的滞留旅客送水
她都得一边踮着脚，一边用力向上
举。“谢谢你，小朋友！”小姑娘笑眼弯
弯，回了句“不客气”就连忙抱着下一
瓶水，跑向另一辆车。

她叫秦海燕，今年5岁。从2月
20日起，她已经跟着妈妈、哥哥连续

在路上提供服务4天。
除了送水，小海燕时常还要负责

送蛋糕、收垃圾、搬物资。别看她个
头才一米高，力气还不小，一箱12瓶
装的矿泉水也能搬好多趟。小姑娘
说：“大人们能做的，我也可以做到！”

小海燕的妈妈张鑫娟告诉记者，
他们一家住在金盘，为了不给游客添
堵，她每天都骑着车带两个孩子去服
务点，光是路上就要花费一个多小
时。从早上8时到下午6时，两个孩
子一直跟着她在滨海大道上来回跑，
可他们从不喊苦，也不喊累。

因为忙着服务别人，一家人总是
到下午一两点钟才顾得上吃饭。今

天，在路边吃完饭，小海燕趴在妈妈
的腿上休息。张鑫娟知道，即便是这
么坚强的孩子也感到累了。

她抚摸着孩子的头发，轻柔地问：
“宝贝累不累？要累了妈妈就带你回
家。”没想到小海燕急得立马坐了起
来，“不，我还要干，妈妈你可别回家！”

听到这话，张鑫娟的心里既有心
疼，又有欣慰。休息了一小会儿，小
海燕又抱着一瓶瓶矿泉水，跑进停滞
的车流中。

事实上，这并不是秦海燕第一次
做志愿者，海口“双创”期间她就经常
跟着妈妈一起来到马路、社区进行志
愿服务。维持交通秩序、宣导安全知

识、捡拾垃圾……这些活儿，小海燕
全都做过。

“或许是从志愿服务中获得了成
就感，孩子许多次回到家都跟我说

‘很开心’。”张鑫娟说，自己进行志愿
服务的初衷，是希望孩子能吸收更多
的社会正能量，并将这些爱传播出
去，从小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这次看到这么多游客滞留港口，是孩
子主动提出想来进行志愿服务。

天色渐晚，远处轮船鸣笛声传
来，小海燕一家也踏上了回家的路。
尽管小海燕有些身体不适，但她仍然
说：“明天我还想来！”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

5岁小志愿者秦海燕跟着家人为滞留旅客连续服务4天

摆动在车龙中的马尾辫

乌克兰志愿者
微笑服务传递温情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 （记者李佳飞）蓝眼
睛、白皮肤、黄头发……昨天中午，滨海大道海南
国际会展中心路段，身穿红色马甲的志愿者人群
中，乌克兰姑娘Nika格外显眼。这是她第一次参
加志愿者服务，因为不懂中文，所以每当人们对她
说“谢谢”时，她都报以甜美的微笑。

与姑娘同行的朋友林佳告诉记者，Nika是一名
外教，和她都在海口一家外语培训机构任职。连日来
大雾封锁琼州海峡，导致船舶停航，大量旅客滞留。
Nika听说后，就主动提出要一起参加志愿服务。

在拥堵的道路旁，Nika始终满脸微笑，她包
着装满食物的纸箱在车流中穿梭，将一瓶瓶矿泉
水、一袋袋面包饼干递送到滞留旅客的手上。当
看到旅客一脸疲惫的神情，她流露出心疼的目
光。“能够帮助到他人，我很开心。但希望以后不
要再出现这种情况，希望每个人都早点回家。”她
用英文这样说。

酒店景区志愿者
送餐送水献爱心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记者郭萃 计思佳）
“今天天气比较冷，喝了一碗热粥，现在感觉身上
暖和多了。”来自湖北的旅客郑先生擦擦嘴满意地
说道。今天早上，海口下着小雨，天气阴冷，然而
在海口滨海大道红燕堂酒店前，却出现了一幕工
作人员给旅客免费发放米粥、鸡蛋的暖心场景。

2月19日下午3时起，得知停航消息后，海口
红燕堂酒店立即行动起来，为滞留旅客提供大堂
歇息以及充电、电动车免费接送等服务。当晚，还
免费赠送两间客房给孕妇旅客入住。

近四天来，海口金色阳光、香格里拉等47家
酒店企业为滞留旅客送去了餐食及矿泉水，得到
许多点赞。

今天，海口市景区协会成员单位海南野生动
植物园、假日海滩、骑楼小吃街、琼洲文化风情街
等景区志愿者也来到新海港码头志愿者服务站，
为过海旅客提供各种帮助。山西旅客程先生竖起
了大拇指，“天气影响过海，大家都能理解，旅游志
愿者给我们提供了及时的帮助，为海口旅游人的
爱心善举点赞。”

据了解，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积极统筹协
调指挥，2月18日至今，以海口酒店协会、海口景
区协会、海口旅行社协会等旅游企业为代表的50
余家旅游企业派出志愿者1000余人次，为滞留旅
客送出午餐、晚餐1.23万余份，热饮、粥、鸡蛋、糕
点等近5万份，矿泉水4300余箱。

近百名海航志愿者
驰援港区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员
吴玉琦）近日，在海口大量滞留车流中，不少穿着
红马甲的海航志愿者穿梭其中。为了帮助旅客顺
利踏上回家路，海航集团团委组织近百名海航志
愿者前往秀英港进行交通疏导，发放矿泉水和上
百箱物资。

扶危

超500名学子坚守志愿服务一线

他们既是“百事通”
也是“指南针”
■ 本报记者 叶媛媛

2月22日，早晨8点，海口港客运站内，人流
早已拥挤了起来。海口市第一中学高二学生颜琪
琪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她和
同学们已经在这里志愿服务很多天了。

因为大雾，站内的人多了，垃圾多，嘈杂声多，
志愿服务的事儿也多。在这过程中，这群学生志
愿者要一遍又一遍地安抚旅客不安的情绪。

因为过长时间的等待，一些旅客开始焦躁起
来。有的破口大骂，有的将杂物随地乱扔。

“不好意思，因为天气原因给大家添麻烦了，
大家再耐心等一等，很快就上船了”“大家可以关
注海口港航的公众号，随时查看轮船信息”……面
对旅客的不安，颜琪琪耐心地答复。

“要学会换位思考，这么长时间的等待，谁都
会不耐烦，志愿者首先得安抚住自己的情绪，否则
不是越帮越忙了嘛。”颜琪琪笑着说。

在站内进行志愿服务，承担的任务不仅是打
扫、指路、帮忙买票那么简单。颜琪琪像个“百事
通”“指南针”，如何买票、如何了解乘船信息、医疗
点在哪儿、厕所在哪儿、服务点在哪儿……这些信
息全都要现场学、现场记，然后现场教。

在自动售票机前，有的旅客等得不耐烦了，想
插队。这一插，就有矛盾产生。

“我们要主动去引导。”经过思考，颜琪琪和几
个同学摸索出一套方案，让取票旅客排一队、购票
旅客排一队，同时不断告知旅客，提前准备好证
件，减少排队时间。这个方法很快奏效，越来越多
的游客买到票，并顺利地登上返乡的船。

据悉，包括颜琪琪在内，近4天，海口超过
500名学生坚守在志愿服务一线。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

本报海口2月23日讯（记者邓海
宁 特约记者黄培岳 通讯员袁文豪
陈烽）2月20日下午，海口市民随手拍
下的一张民警骑乘共享单车的照片在
微信朋友圈里刷屏。原来，海口城警
支队的一名民警正要赶往秀英港开展
过海车辆的疏导工作，却因车辆拥堵
通行困难，情急之下只能骑共享单车
赶赴现场。照片获得了大家的一致点
赞。这是春节返程高峰期间，海口警
方坚守岗位连续奋战的一个缩影。

2月19日凌晨起，受返程高峰及
大雾停航影响，海口秀英港、新海港、
南港停车场及周边道路滞留大量车
辆。面对严峻考验，海口警方迅速启
动应急预案，全警取消休假返回工作

岗位，全力以赴开展交通疏导、治安秩
序维护和服务保障工作，积极应对突
发恶劣天气对交通的影响。

“警察同志，快点！快点！我父亲
找不到了！”2月20日16时许，民警
张运文在秀英港客运站附近巡逻时，
四川游客张女士心急火燎地跑来求
助，原来由于道路拥堵严重，张女士年
迈的老父亲走丢了。老人不会讲普通
话，也没来过海口，而且带病在身，这

可急坏了张女士。张运文立即和同事
分头寻找，最终在附近的商场找到了
老人。张女士和老父亲团聚后双双对
民警深深鞠躬感谢。

“感谢你们，海口市公安局特警支
队，海口棒棒哒！”这是一条发自重庆
旅客潘女士朋友圈的信息。今天7时
许，在秀英港执勤的特警易小然接到
潘女士的求助：登船时间比较紧，家中
多名老人行动不便，搬运行李有较大

困难。了解情况后，易小然和同事将
10余件行李搬运到泊船处。离开前，
潘女士一家说：“回程途中虽然遭遇大
雾滞留，但我们一家从海口公安身上
收获到满满的感动，谢谢！”

据了解，2月19日12时许，海口警
方将勤务等级提升为一级加强，实行最
高等级勤务响应，从各分局、特警支队、
城市警察支队、市局机关各单位等共抽
调1600余名警力上路执勤，日均出动

警力增加到4000余人次；设置进港专
用通道，利用港口作业区域增设秀英
港、新海港待渡停车场；在南海大道以
南、粤海大道以北、龙昆南路和北路以
西设置闭合圈和外围管控卡点12个。

自2月19日至今，海口警方已出
动警力2万余人次，帮助滞留车辆旅
客解决实际困难1000余次，顺利疏导
8万多辆车和40余万旅客安全过海，
海口社会治安秩序良好。

海口出动2万余人次警力助滞留车辆旅客平安返程获点赞

“感谢你们，海口棒棒哒！”

你们辛苦了

➡ 2月22日傍晚，在海口市新海港，警察
在警车旁吃工作餐。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 2月22日傍晚，在海口市新海港，环卫
工人在街头吃工作餐。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