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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团圆的春节，总有一些人默默坚守在 自己的岗位上
他们中有警察、医生、园林养护工、环卫 工人……
记者实地感受执行法官的节前忙碌

感谢城市“守岁”人，你们 辛苦了！

手头上有150多个案子
跑遍全宁波是工作常态

春节将至，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候，总有一些人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用
自己的辛劳，陪伴甬城度过祥和的一年又一年。警察、工人、医生、园林养护工……
他们是这座城市的守岁人。“师傅辛苦了。”“师傅，过年好！”“谢谢！”……你我的
一句问候，或许是对他们辛劳付出的最好回报。

眼看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法院执行法官的工作节奏却丝毫
没有慢下来，因为很多案件的执行工作要他们去做，以便让原告
方在节前拿到执行款，过上舒心年。2月11日下午，金报记者来到
海曙区人民法院，跟随法院执行局张磊法官的脚步，体验了一把
执行法官节前的忙碌。

□金报记者 叶萌茗 方磊 徐晨冰 陈嫣然

□通讯员 陶琪姜 金报记者 朱琳 见习记者 张清颖 文/摄

刚回来没来得及喝口水，又跑下一个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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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就要回甬去工地巡查
让其他同事能够安心过年
守岁人：陈良 社区医生

除夕值班到大年初一早上8点
他觉得这也是“在家过年”
守岁人：郭信智 派出所民警

从警10年只回过一次老家过年
没时间照顾老人感觉很愧疚
郭信智是北仑公安分局大碶派出
所辖区民警，老家在山东，从警十年时
间，只回去过了一次春节，平时回家看
望父母都是利用年假。
“一年的假期只有15天， 孩子上大
学要送， 老婆身体不好要送去医院，每
请一次假都要从假期里扣除，假期要省
着用的。”郭警官说，刚从部队转业来
派出所那会，还不清楚请假制度，有一
次回老家，因为太久没有回家，舍不得
父母，想多留几天，结果一次性把15天
的年休假都用完了，“我们公安队伍里
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外地来的，都想
利用春节和家人团聚， 如果大家都回
去，警力资源不够，根本排不开。”
“不能回老家， 父母想你们了怎么
办呢？”金报记者问。郭警官说，他父母

和岳父岳母都非常体谅他的工作，四位
老人每年都商量着轮流来看他们。
在郭警官女儿还小的时候，四位老
人就轮流着来照顾孩子， 一个上半年，
一个下半年，等孩子长大了，四位老人
就只有每年冬天才会来看他们。“平时
要干农活，冬天没有农活干了才来看看
我们， 我们回不去， 老人们就来看我
们。”郭警官说，父母年纪大了，身体每
况愈下，去年，老母亲甚至做好了最后
一次与他见面的准备。
“去年老母亲生了重病， 住了两次
院，我都是利用假期回家看看，根本没
时间照顾老人家就走了，感觉很愧疚，
对不住他们。”郭警官说，今年春节期
间他也会在派出所值班， 等值完班再
回家。

守岁人：徐金秀 环卫工人

来宁波多年只回过一次老家
“回去就没人清扫道路了”
为保证市民过一个洁净祥和的春
节，节日期间，有不少环卫工人“舍小
家，为大家”，起早贪黑地坚守在自己
的工作岗位上，清扫马路、清运垃圾，出
现在城市的每一处角落。 而44岁的徐
金秀也是其中一员。
徐金秀从事环卫工作已有13个年
头了，丈夫吴金田也在江北区中心站码
头做操作工。他们还有两个女儿，十分
懂事贴心，大的26岁出嫁后也留在了宁
波，小的11岁还在上小学五年级。
“过年，我们就不回去了，回去就
没人清扫道路了。”徐金秀告诉金报记
者，她已经来宁波多年，只有大女儿出

嫁回去过一次，其他时候再也没回过老
家。 其实她也非常想念老家的一切，但
由于工作的原因没法回家，家里人也都
很理解。为了不因回家看望家人而影响
工作。徐金秀也把父母及公婆接到了宁
波，现在一家人在宁波团聚，也算是能
过个团圆年。
当金报记者来到这户“新宁波人”
的家门口时， 他们已经挂起了腊肉、香
肠、鱼干等等。徐金秀说，这些都是家里
的老人和孩子喜欢吃的。当金报记者问
起他们的春节愿望时，他们表示最大愿
望是一家人平平安安， 身体健健康康，
希望以后孩子也能在宁波读书考大学。

守岁人：陈乾平 电工师傅

陈良是宁波慈溪市逍林中心卫
生院的一名全科医生，今年除夕轮到
他值班。除夕前的逍林卫生院还是一
如既往的繁忙，陈良所在的内科更是
热闹得很。“我1点后再接受采访，现
在有点忙。” 面对着排长队的病人，
陈良很干练地询问，开方，叫号。
在陈良的回忆里， 全科医生似乎
没有闲暇时间，从业十多年里，自己从
来没有过一个完整的新年。“今年值
班是从除夕白天8点开始，然后持续到
大年初一白天8点。” 陈良介绍说，值
班期间，只有除夕下午1点到4点30分
是休息时间，其余时间都必须在岗。
按理说，除夕夜是团圆夜，家家
户户都在守岁过年，来看病的人应该
不会太多，值班相对会轻松点，但陈
良却不这么认为。“除夕夜会发生很

多突发情况， 有饮酒过多导致昏迷
的， 有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的，还
有心脏病心律失常的，都是需要快速
紧急处理的事件。” 陈良说， 相较于
平时，除夕夜医生少，要是多来几个
突发情况，值班医生基本没有时间歇
会儿。
对于陈良值班，家人早已习以为
常，只希望他除夕那天能够打个电话
拜个年， 但这也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情。“打电话拜年要看值班当天有没
有空， 没空还得晚一点。” 虽然不能
准时，但陈良从没落下过每一次的电
话拜年。“选择这个行业就要无怨无
悔地为病患服务，春节值班更是应该
的。”陈良始终无悔在这个岗位上坚
守，他觉得在医院里值班也算是“在
家过年”。

守岁人：赵可珍 绿化养护工

把绿化搞得好看一点
别人过年就舒服一点
今年已经是赵可珍来甬打工、从
事一线绿化养护工作的第15个年头。
她告诉金报记者：“我们已经好多年
没回家过年了， 回去的车票也难买。
不如在这里过年，把绿化搞得好看一
点，别人过年就舒服一点。”
赵可珍和妻子于2003年一起来
甬打工，同年一起进入江北区园林处
（江北区绿化养护中心前身）从事一
线绿化养护工作。15年间， 他从最平
常的一线养护工开始干起，一步步学
习、钻研、实践，到现在已成为江北区
中心城区道路绿化班组的班组长，负
责江北中心城区道路7万多平方米的
园林绿化养护。 成为班组长以后，他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每年一到春节，
他都带头留在宁波，为城市园林绿化

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今他已连续
五六年没回过老家和亲朋好友团聚
过年了。每年大年初一，他还是一如
往常地工作，早6点出门工作，巡查街
面、清理绿化带中的垃圾、修剪病枝
枯枝……确保自己辖区内园林绿化
环境的整洁美丽。
虽然今年又不能回老家过年，
但赵可珍笑呵呵地告诉金报记者，
他们家在去年刚买了车。在年前，就
和老婆一起开车去老家接丈母娘，
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在宁波过一个
圆满的年。
据了解，江北区绿化班组的33名
员工中，回家的仅四名，近九成工作
人员选择在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维护
市区绿化优美。

昨天下午，江北区洪塘街道的一
处楼盘工地内，最后一批上班的工人
已经全部返乡， 不同于往常的热闹，
工地项目部显得格外冷清。
过年期间，宁波市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安排了人员在工地值班，今
年48岁的电工师傅陈乾平就是其中
一员。他是台州仙居人，来宁波工作
有14年了。
在切断施工区域的供电后，陈乾
平总算松了一口气。巡查了每一处施
工用电设备后，他也准备回台州仙居
的老家了，不过新年第一天他又得返
回宁波值班巡查工地。当其他人都阖
家团圆聚餐、走亲访友的时候，他得
独自坐上来宁波的客车，为这个工地
“守岁”。
昨天早上7点钟， 陈乾平开始了

一天的工作。作为工地的电工，他主
要负责巡查每一处的施工用电是否
规范，有没有安全隐患，检查设备的
维修记录以及用电设备的应急处置。
看似不复杂的工作内容，这一天下来
可是几乎一刻也不能休息，“基本上
就是在工地巡逻，都没时间坐一会。”
“我喜欢宁波，很多地方的施工
我都参与过， 像东门口三个地下通
道、宁波市中医院等。”看着平地而起
的建筑， 陈乾平心里有种莫名的骄
傲，因为细心谨慎，他参与的项目从
未有过一起因用电产生的安全事故。
提起大年初一要值班，陈乾平爽朗地
笑了笑，他说这很正常，如果工地没
有电工坚守，那么其他同事肯定不能
安心过年，“我到时可以和孙子视频
嘛，现在都很方便的。”

一周金融市场评述

美指连续两周上涨

短线冲高依然可期

美指上周录得1.3%的涨幅。从日线上看，
美指自月初美国公布靓丽非农数据后即基本
逆转了自去年12月以来持续的下行态势。当
周美指开盘报89.235， 最高上攻至90.569，最
低下探89.020，尾盘收报于90.407。
就基本面而言， 美国1月的PMI和ISM非
制造业指数表现抢眼， 初请失业金人数亦在
减少， 而潜在通胀的上行和薪资的增加也令
市场 对 今 年 美 联 储 加 快 升 息 步 伐 的 预 期 增
强，这确实令美元多头为之振奋。另一方面，
美国股市上周大跌， 道琼斯指数周二录得历
史最大跌幅，避险情绪也令美元获得青睐。短
线来看，美指上涨动能尤存，因全球股市大跌
导致市场VIX恐慌指数处于高位，避险需求有
望继续助力美指。与此同时，美债收益率飙升
也会令投资需求增加。但中长期来看，由于美
国政府面临着非常棘手的债务结构问题，比
如特朗普强力推动大规模的基建和医改计划
需要扩大政府财政支出， 而同步实施的税改
和美联储缩表又可能使得政府债务上限不断
被突破，这就可能令美指走势出现摇摆。技术
上看，目前4小时级别的美元受到维加斯通道
的强力压制，多空较量仍未见分晓，建议投资
者等待美元突破90.50一线的重压后再入场做
多，目标看向91。

欧元/美元上周大幅下挫约1.5%，报收于
1.2233，盘中甚至一度跌至1.2204，为三周以
来首次。至上周末，欧元并已回吐1月份以来
兑美元的一半涨幅。从基本面看，欧元区经济
指标相当不错，1月PMI被上修， 综合PMI处
于58.8的高位， 表明欧元区稳步复苏势头依
然积极，欧元中长期的上涨依然可期。但短线
看，欧元已经跌破1.2250一线的较强支撑，很
有可能继续回踩1.21一线。
上周英 国 公 布 的 相 关 经 济 数 据 表 现 平
平，1月PMI不及预期，加之美元走强，英镑
一直处于下行通道中。 上周四英国央行货
币政策会议声明出乎意料地表现鹰派，行
长卡尼甚至明确表达了将加快升息脚步的
立 场 ， 英 镑 / 美 元 当 日 一 度 飙 升 至 1.40 上
方。 不过受制于强势美元和英欧谈判再现
波折等因素，英镑周五重又下挫，全周收于
1.3837，周线收跌逾2%。技 术 面 看 ， 英 镑 短
线 可 能 仍 将 在 1.38-1.4050 的 区 间 盘 整 震
荡，待英国脱欧进程出现更大进展后再确定
行进方向。（分析师 周炜）
免责声明： 以上分析仅代表分析师个人
意见，投资者在买卖时请自行判断。市场有风
险，入市须谨慎

前天下午，金报记者在海曙法院执
行局办公室见到了张磊。 自2008年来
到海曙法院以后，张磊一直从事执行工
作，再过两个月，他在这里的执行法官
生涯就满十年了。
“久等了，我们马上出发。”当天上
午，张磊在慈溪处理一起执行案件，下午
一点才返回宁波市区，刚刚回到法院，得
知另一个劳动案件的当事人急着了解执
行情况，他又赶紧去接待了当事人。
下午1点50分左右，金报记者见到
张磊时， 他刚刚从这个劳动案件中抽

身， 匆匆返回办公室， 还没来得及喝口
水，就拿起公文包，带着金报记者往集士
港镇的鄞州银行赶。
“最近你们银行跟法院对接的系统
出了问题， 我们没办法对被执行人的账
户进行网上解冻，所以只好来跑一趟，线
下解冻。”张磊一边拿出执行裁定书和解
除冻结存款通知书等相关资料， 一边向
银行工作人员解释原委。
在等待办理的过程中，张磊时不时低
头看表，虽然语气一直很温和，但脸上的
神情还是透露出几分焦急。

手头有150多个案子，种类可谓五花八门
要说张磊为何如此着急，其实不是
没有道理的。按照计划，办理完银行账
户解冻，他还要赶到国土资源局，有一
个即将被拍卖的车位和房产的资料需
要调取，然后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中的
股权冻结，如果时间来得及，他还想去
一个被执行人所在的工作单位……
“短 短 一 个 下 午 ， 要 跑 这 么 多 地
方， 你们每天的日程安排都这么紧张
吗？” 金报记者好奇地询问。“没办法
呀， 我现在手头同时有150多个案子
呢！想不忙都不行。”张磊提到的数字
或许会让很多外行人感到吃惊， 于是

他又给金报记者讲了这样一组数据，“从
2018年1月份到现在，我们的收案量已经
破千。我们执行局七八个法官，平均每个
人 都 有 150 至 160 个 案 件 在 手 ， 多 的 有
200多个！”
而执行案件范围很广， 从离婚、抚
养、继承、欠薪、交通事故，到涉及金额几
千万的案件，种类可谓五花八门，这也就
决定了执行法官需要打交道的部门同样
不胜枚举。银行、国土、住建、车辆管理、
房产、工商、民政、拆迁办，以及公司各种
业务单位， 处处都能见到执行法官的身
影，跑遍全宁波更是他们工作的常态。

偶尔觉得有点“心累”，但成就感无可取代
经过大半个小时的等待，因为一些
技术问题，该分行的工作人员最终未能
替张磊完成账户解冻，他只好转头往鄞
州银行总行赶去。车上，张磊就着这次
“碰壁”经历，向金报记者坦言，近十年
的执行法官做下来，他偶尔也会觉得有
点“心累”。
比如他最近正在处理的一个交通
肇事案件，肇事人已经被判刑，但应赔
偿对方当事人的六七十万元款项迟迟
没有到位，而肇事人名下除了一辆已经
被抵押的汽车， 没有任何可执行财产，
“虽然我们很想帮当事人把问题解决，

但客观情况就是这样， 法院穷尽救济手
段，也无法实现当事人预期的效果，我们
难免会有一种有劲儿没处使的感觉。”
不过，尽管不可避免地会面临种种无
奈，但执行工作中的成就感，也有无可取
代之处。
“以前法院没有这个跟银行对接的系
统，我们得去一个个银行网点挖，如果能
成功找到一个当事人账户， 把案子顺利
执行下来，我们也会跟当事人一样高兴，
而且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办完事走出鄞
州银行总行大门时， 张磊笑着跟金报记
者分享工作中收获的喜悦。

在等待银行办理账户解冻的过程中，张磊开始准备下一项执行工作需要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