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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故事

沿着S311象西线一路向西，宁海到新昌23公里的盘山公路上，有个“望海岗驿
站”，位于两地交界处，海拔931米，这是目前宁波海拔最高的公路驿站，更是全省
第一个公路服务驿站。
宁海到新昌的盘山公路可谓“山路十八弯”，蜿蜒曲折，而望海岗驿站则是这条盘
山公路上唯一的歇脚点。而守护这座高山上驿站的，是一对年过六旬的老夫妻。
前天，记者沿着盘山公路来到望海岗驿站，和老人聊起高山驿站的温暖故事。

春节·返乡

申洲连续8年包车
送外地员工返乡过年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陈 红 顾 宵 扬 记 者
叶萌茗）公司门口的道路两侧，停满了大巴
车，每辆大巴前方都标 着 不 同 的 目 的 地 。 外
来务工者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从容不迫、
不慌不忙等待上车。这是记者2月12日上午
9点在北仑申洲针织有限公司看到的一个
场景， 当天是该公司一年一度包车送员工
返乡的第一天。
申洲针织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纵向
一体化针织服装制造企业及出口商，拥有近
4万名员工。为了让外来员工能够顺利回家，
从2011年起， 该公司每年都组织近300辆大
巴车，免费送 外地员工回家过 年 ， 到 今 年 已
整整8年，客运量达11万多人次，费用超过了
1个亿。
据了解，今年的运送时间将持续两天，共
安排了239辆大巴车，发往四川、重庆、甘肃、
山西、云南、山东等14个省市、315个返乡点，
共有11800名员工将在专车护送下安全回家。
大巴车将员工送到目的地后， 部分当地的司
机也一同回家过年， 部分司机则坐飞机飞回
宁波，大巴车被妥善安置在当地，等到年后，
司机们再飞过去，将员工接回公司上班。司机
所产生的费用都由公司承担。
年年包车送员工回家过年， 开工时又接
员工回来，大大提升了员工的归属感、幸福感
和自豪感。 来自四川的张和米到申洲工作已
有10年。自2011年起，他每年都坐公司包的车
回家。“原来回趟老家需要转3次车，经过40多
个小时的波折才能到家， 坐专车回去只需要
30个小时，既不用排队买票，又省了车费钱，
还少了转车的辛苦劳累。年后，再坐公司大巴
车回北仑上班，家乡的人羡慕极了。”张和米
说， 家乡人纷纷跟着他到申洲公司来打工，
“原来返乡时， 到我们老家的只有10多人，偌
大的大巴车空荡荡的， 现在有100多号人，两
辆大巴车都坐得满满当当的。”

□通讯员 陈华伟 梅祥瑞 赵士超 金报记者 薛曹盛 摄影报道

记者探访高山驿站“守护者”
程敏锐分享的全家福

晒晒全家福
分享团聚的幸福
春节·众筹

每个幸福的大家庭里，一定都珍藏着
记录幸福时刻的照片，那就是全家福。
今年春运期间， 本报联合宁波市总
工会， 通过现代金报官方微信和 “甬工
惠”微信平台，面向全市职工和读者众筹
“全家福”，短短几天时间，温暖的照片
纷至沓来。
每一张全家福的背后， 似乎都有一
个幸福密码， 承载着一段讲述亲情和团
圆的记忆。
有令人艳羡的四世同堂， 有满满幸
福的三口之家，还有充满爱的大家庭。本
报记者挑选了其中五张照片， 去解锁他
们的“幸福密码”。

1：见证千里共婵娟的幸福姻缘
分享者：唐丹丹

春节·提醒

回家心切，但需控制车速
本报讯（通讯员 郑超雷 记者 陶倪）昨
天，记者从高速交警宁波支队了解到，随着春
节临近， 近日全省高速公路货车流量已经明
显下降，较日常下降近50%，伴随着货车流量
的下降，小车流量占比增高，小车车速也明显
上升。 从近期即查即处查获的超速违法数据
看， 春运开始以来特别是小客车的超速违法
较前期上升幅度较大， 引发的事故也有上升
趋势，特别是部分大流量路段因为车速快、车
距近极易引发多车连环追尾事故。
对此，高速交警提醒，途经隧道、互通、下
坡等特殊路段，驾驶员务必要严格控制车速，
与前车保持足够车距，同时要保持注意力，谨
防前车突然减速，司乘人员必须系好安全带。

陈凌霏分享的全家福

一起解读照片背后的
“幸福密码”

通讯员 郁诗怡 金报记者 薛曹盛 樊莹

申洲员工坐着大巴车返乡很开心 通讯员供图

50多个服务电话，老人如数家珍
给旅客泡龙井茶，自己却不舍得喝

缘分是很微妙的东西，让相隔千里的人，有一天
走到一起。 这是不久前在福建东山屿拍的一张合影，
左二一前一后站着的两个人就是故事的主人公——
—
今年2月喜结连理的小夫妻。
两人是大学同学，都是“90后”，男生来自宁波，
女孩来自福建。这天，新郎自驾送新娘回老家，我们这
些家人和朋友一路随行，用照片记录下千里共婵娟的
幸福姻缘。 尽管1000多公里的路程整整开了12个小
时，但我们丝毫都不觉得累。岛上的节奏慢悠悠的，感
觉时间过得非常慢，每天拉开窗帘就是海，出了房间
就是和朋友的欢乐时光，一路上幸福满满。

2：希望今年拍张不用P的全家福
分享者：程敏锐
平时大家都各忙各的， 有的甚至几年都见不了
面，更别说聚在一起拍个全家福。三年前，家里添了两
个新成员，兄弟姐妹商量了下，决定带老人去影楼合
影。就这样，10多个人凑好了时间赶在大年夜前夕，准
备穿上传统服饰来个集体照。
没想到，临时其中一个兄弟有事来不了，他的位
置只能空缺。事后，尽管我们找了专业人员把他P了上
去，但多少留下了遗憾。
临近除夕， 一大家子又要从天南地北赶回老家，

沈洪明分享的全家福

邀你晒晒年夜饭
邀你一起来晒晒年夜饭，可
以是大家庭的年夜饭，可以是单
位的年夜饭，或者是和朋友小范
围的团圆饭。只要给我们上传照
片， 说说年夜饭背后的故事，就
有机会赢现金。

唐丹丹分享的全家福

希望这一次有机会拍个真正圆满的全家福。

3：宝宝满月了，成三口之家了

徐秀华分享的全家福

分享者：徐秀华
来宁波打工已经4年了， 我的生活发生了一连串
的变化——
—找到了爱的人，有了自己幸福小家，女儿
瑶瑶降生了。
春节前夕，正好瑶瑶满周岁，我们一家三口去照
相馆留下这张合影。一身粉色的小棉衣，外加粉嘟嘟
的针织帽，这天瑶瑶面对镜头一点儿没怯场。反倒是
老公有些担心女儿，总是时不时地低下头担心是不是
没坐稳，拍照的时候都没对上镜头。
因为工作的关系，前阵子，孩子带回了江西老家，
心里挺挂念的，希望赶在除夕夜能回去看她。

4：加入“凌燕”，我圆梦了
分享者：陈凌霏
这是在东航浙江分公司客舱部部门年会上，大家
给“凌燕”乘务组拍的一张全家福，是不是一个个都
年轻貌美？
浙江“凌燕”乘务示范组早在2005年7月就成立
了，曾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等荣誉。作为东航的一名
普通空乘，我的梦想就是加入凌燕团队，现在我终于
圆梦了。
这是我们最新的凌燕组员，没错，还有男空乘，大
家一个个都是业务精英。在这个团队，我是一名新人，
希望哥哥姐姐带我飞。

5：名字不记得，绰号没忘记
分享者：沈洪明
这是88届宁波七中七班同学的
合影。毕业以后，这几年的同学聚会
都是小范围的， 这次算是规模最大
的，基本上全班同学都到场了。
这些同学当中，留在宁波的只有
一半， 大家都是从五湖四海赶来的，
最远的在四川。班里有个创业成功的
老板，特别把我们一帮同学请到海南
聚会。20多年没见， 同学名字都不记
得了，但竟然都记得绰号，叫起来还
是那么亲切。
同学相见， 总有说不完的话。那
天聚会以后， 大家建立了微信群，现
在群里每天都很热闹。 我们这个年
龄，孩子都大了，该享受自己的生活
了，随时和老同学聊聊天的感觉真的
很好。

参与方式：
1：关注现代金报官方微信
（微 信 号 ：nbxdjb）， 发 送 # 温
暖回家路#，用文字、图片或者
段视频记录下您的故事， 发送
给我们， 并留下您的姓名和联
系方式。
2： 职工可关注宁波市总工
会微信公众号“甬工惠”，随后
向后台发送“温暖回家路”五个
字，页面自动转入，然后提交照
片与说明文字即可。

更多精彩请关注

金报官方微信

驿站里贴起春联
满满的年味
从宁波驱车两三个小时，沿着蜿蜒
曲折的盘山公路一路向西， 记者终于
看 到 了 这 座 高 山 上 的 驿 站——
—望 海 岗
驿站。
这个驿站由一处茶园改造而来，拥
有停车休息、如厕、无线上网、数字电视、
旅游地图查阅等功能。2015年10月正式
对外开放， 而夫妻俩就是守护这座驿站
的人。
记者赶到的时候， 夫妻俩正忙着张
贴春联。 妻子俞小娟眉开眼笑：“快过年
了，增加点年味，让驿站更热闹一些。”
每天早上6点， 夫妇俩就忙乎开了。
驿站里没有空调设备， 俞小娟一早就要
忙着支火盆。“今年气温特别低， 弄个火
盆，有旅客进来，喝杯茶，暖个手，能热乎
一些。”
丈夫俞安裕今年65岁， 起床后的第
一件事就是踩着三轮车， 去附近的马岙
水库取生活用水。
因地势和气候原因，驿站的水泵无法
正常供给生活用水， 老人不得不踩着三轮
车去水库取水，每趟取两桶水，一天要去三
四趟。夏季，在水库游泳的人多，为了能取
到干净的水源，老人要骑得更远。
“这桶是给旅客烧热水的，这桶用来
打扫卫生。” 俞安裕对每桶水都倍加珍
惜。前阵子宁波持续雨雪天气，望海岗驿
站成了扫雪除雪人员的补给站。 两位老
人每天要负责40多人的伙食， 一天要在
雪地里挑水8趟。

50多个服务电话
老人如数家珍
“望海岗驿站”是宁海到新昌23公
里盘山公路上唯一的歇脚点， 这里是过
往旅客的补给站，更是夫妻俩的家。他们
工作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全年无休。
“我们这里很热闹的， 天气热的时
候， 一天就有五六十人在驿站歇脚。”去
年10月份，家里90多岁的老母亲过世，俞
小娟在家办理后事， 特意嘱咐老伴坚守
岗位。
“我料理后事忙了一星期，我特意把
亲戚叫来帮忙，驿站该有的服务，一个都
不少。”
望海岗驿站有三间房， 配备了公共
厕所、旅客休息室等，还有一间是老人的
生活用房。
走进老人的房间，生活用品简简单单。
白墙上贴着两张纸， 纸上密密麻麻记着50
来个电话，还有写得不太工整的备注。
看到这个， 俞小娟有些不好意思，
这些都是平日里经常要拨的电话号码，
记在这里打起 来方便。“这个人是补胎
的，如果车主爆胎了，打给他，他会来补
胎；如果车子没油了，就打给他，他会灌
桶油上来。 如果要在附近住宿的话，可
以打这个电话 …… ” 每 个 电 话 ， 老 人 都

65岁的俞安裕在清扫驿站

是如数家珍。
以前老人用手机打电话， 话费高的
时 候 一 个 月 多 达 150 元 。“我 儿 子 笑 话
我，说我的‘业务’比他都多。每天有这
么多人来来往往，还能和我们聊聊天，日
子比以前更开心。”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我们不帮谁帮？
在望海岗驿站， 老人给过往旅客泡
的是龙井茶，自己却不舍得喝。空闲的时
候，俞小娟会煮芋艿、烤年糕、烤土豆。
“只要他们不嫌弃，想吃多少吃多少。”
“这草莓是刚才有位旅客留下的，
很新鲜，让我尝尝鲜。你看，这顶帽子是
一个新昌的旅客送来的。”
“这些雨伞，有的是家里拿来的，有
的是旅客带来的。”让俞小娟自豪的是，
驿站里的爱心伞，投入使用后没有减少，
反而越来越多。
旅客休息处有一个医疗箱， 里面有
晕车贴、藿香正气水、暖贴、创可贴、消毒
酒精等。去年夏天，一个户外爱好者徒步
来望海岗看风景不慎崴了脚。 俞安裕用
土方帮他敷草药包扎。天逐渐黑了下来，
来接他的车却迟迟未到， 俞安裕端上一
碗热气腾腾的面。
上个月的一个雨雪夜，当时已经接
近凌晨。 三辆私家车在上坡时打滑了，
发动机的轰鸣 声在寂 静 的 夜 里 显 得 特
别刺耳。听到声音，夫妻俩披了件棉袄
出门。一看是车辆打滑了 ，他们就在雪
天帮忙打手电，一起想办法，折腾了一
个多小时。
有旅客要去附近的马岙公交站坐公
交车，距离驿站起码有三四公里，好心的
俞安裕总会骑着三轮车带他去。
两年来， 这座高山驿站有很多类似
的暖心故事。他们说：“这里前不着村后
不着店，我们不帮，谁来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