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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点，巡视查岗，接一实验小学孩
子过路进校；

8 点，回办公室处理事务后再上路
面执勤；

17 点下班；
19 点夜巡。
这是交警崔光日的日常工作时间

表。
与 其 他 交 警 比 ，这 个 时 间 表 一 点

儿也不特殊。特殊的是，崔光日是需要
每两天就透析一次的尿毒症患者！

在距离长春市近 600 公里的吉林
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在崔光
日就职的交警城区中队，记者第一次
见到了他。

崔光日长得很“交警”，皮肤黝黑，
牙齿很白。谈起自己的身体和工作，崔
光日说，“我没法离开一线。我是城区
中队指导员，22 个交警中只有我和另
外一位同事有执法权，我不到，对工作
的影响可大了。之前，大队考虑我身体
原因，让我专职干督察，可一闲下来，
我就全身难受。从那一天起，我就明白

了，我天生就是个忙乎人，闲着比透析
还难受。再说，除了工作，我没有别的
爱好，不去执勤干啥呀。跟同志们一块
值值勤，时间过得快，心情也愉快。”

最近，忙乎人老崔“火”了。10 月 9
日，吉林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授予崔
光日同志“模范人民警察”荣誉称号的

决定》，号召学习他爱民为民、爱岗敬业
的高尚品质，表彰他信念坚定、维护国
家安全、保护一方平安的先进事迹。

“崔光日不是因病而红，他从警 24
个年头，历经看守所、派出所、刑警等
多个警种，在每个岗位上都作出过突
出业绩，荣立过一等功。他是同事公认

的事业狂人，‘拼命三郎’。”汪清县交
警大队教导员金春华告诉记者。

“ 我 的 理 想 很 简 单 ，好 好 活 着 ，安
安稳稳干到 60 岁。我这一生最高兴的
事儿是穿上警服那天。当年，我对同样
是警察的父亲说过，要漂漂亮亮地干
一辈子。”老崔说，他是真的喜欢当交
警。那些曾经被他罚过的司机，如今不
少成了他的朋友。他对手下的协警管
理很严，可大家也都理解他，知道他是
实心眼儿地为大家好。这份真诚的回
馈，让老崔觉得“这一辈子值了”。

“执法中，有时会让群众产生误会，
但只要尽到心，最终大家都会理解你。就
说罚款的事儿，你罚他，他耍赖，挺正常
的，从谁兜里掏钱谁不难受？抵触是本
能。我们要告诉他，罚款是国家给的权
力，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你的安全，今天
不罚，就给明天留下安全隐患。”崔光日
话锋一转，“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不较真
就没规矩了。领导司机我罚，企业家也
罚，困难群体我也罚，依法治安、执法公
平，这是当交警的工作准则。”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城区中队指导员崔光日：

离不开一线的“忙乎人”
本报记者 李己平

青岛交运集团平度温馨校车公司大田小学校车驾驶员郝旭刚：

“ 我 的 双 臂 就 是 你 的 双 腿 ”
本报记者 刘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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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平度市大田小学，每天都
能看到这样的一幕——

早晨，一位校车驾驶员从校车上把
一个残疾孩子抱进教室。下午，他又把
这名残疾孩子从教室抱上校车。这位校
车驾驶员就是郝旭刚。

今年 13 岁的小军是大田小学 5 年级
学生，8 岁时被查出患有痉挛性截瘫。5
年里，小军的病情不断加重，如今已经不
能独立行走。

小军的家在距离学校 7.5 公里的巴
豆子村，校车开通以前都是父亲骑摩托
车送他上学。2012 年 9 月，小军所在村
庄与他就读的大田小学间开通了校车，
从此，小军和同村其他孩子都坐上了校
车。校车的开通，把郝旭刚和小军的命
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校车开通第一天，被两个同学架上
车的小男孩引起了 4 号车驾驶员郝旭刚
的注意。此后的每天清晨和放学后，郝
旭刚便主动等候着小军。

接触时间长了，郝旭刚和小军便成
了朋友。在一次拜访中，郝旭刚发现小

军的姐姐也患有痉挛性截瘫，生活基本
不能自理。为给两个孩子治病，小军家
中早已债台高筑，而小军的爸爸却因为
近期一场车祸卧床不起。

看到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郝旭刚
的眼眶湿润了，他当即向小军父母表示，
孩子的学费和乘车费以后由自己承担。

他还坚定地承诺，只要小军在这里上一
天学，自己就抱他一天。

“我的双臂就是你的双腿！”铮铮誓
言叩开了小军全家的希望之门。

自此以后，郝旭刚不但每天抱着小
军上学、放学，还隔三差五来到小军家，
给他和姐姐带去一些生活学习用品、帮

忙料理家务，逢年过节还会给姐弟俩送
去礼物。郝旭刚每天无怨无悔抱着残疾
孩子上下学的故事在村里乡间传开，引
起了公司、学校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交
运平度温馨校车公司为小军减免了乘车
费，还给他送去了慰问金、书包、书本等
物品，学校也为小军减免了一部分费
用。在郝旭刚的感召下，许多公司员工
和社会上的好心人经常到小军家里探
望。面对记者的采访，郝旭刚平静地说，

“这个孩子太可怜了，谁看见都会帮助，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在郝旭刚和众多好心人的帮助下，
而今，小军的生活和学习得到了保障。
但是，有没有可能治愈小军的疾病？郝
旭刚又着急了。他不仅利用业余时间翻
阅资料，寻找治病良方，还托人打听能够
治疗这种病的医院。截至记者发稿时，
已有一家医院打来电话，表示小军的疾
病有治愈的希望。

“郝师傅待小军如同亲生孩子一般，
有这样的好人这么尽心尽力帮助我们，
我们一定会坚强起来，早日使孩子摆脱
病魔的困扰。”面对记者，小军妈妈落下
了感动的泪水。

走进上海长宁区仙霞街道茅台新苑，一座白色锥形
的蓄水装置很是显眼。这个简易的蓄水装置，每天能把
小区里数以吨计白白流掉的水资源归集起来，让小区净
水机里每天排出的废水变成小区物业清洁、居民洗车、绿
化灌溉、家庭卫生都可以使用的水资源。这就是小区 81
岁的居民王学达的“小”发明。

为什么会想到制作这样一个变废为宝的蓄水塔呢？
老人告诉记者，2005 年，小区引进了两台现制现售

纯净水的机器。他发现，机器前面一出净水，后面就排废
水。他拿两个桶试了一下，买 10 公斤净水，竟有近 20 公
斤废水。看着每天大量废水白白流进下水道，老人坐不
住了，他下决心利用这些废水。

王学达买了个大的空涂料桶，弄干净了放在净水机
旁接废水，但一会儿就盛满了。他又找来几个桶，在墙边用
砖块搭成几个台阶，一个台阶上放一个桶，再在每个桶口处
装一小截导管，利用水的落差，一个又一个桶就能自动灌满
废水了。他还找了个小铁皮罐做盛水勺，需要用水，就来上
两勺。这样一个蓄水装置，王学达用了好几年。

有了“第一代桶装蓄水装置”，王学达并不满足。那
时正赶上小区外墙改建，到处扔着废弃的建材。王学达
收集了一些木料，打算做个大水箱。没有学过木工的他，
买来锤子锯子，敲敲打打好几天，做成了一个半人高的水
箱,“第二代箱式蓄水装置”诞生了。很快水箱就在小区
居委会和物业选定的一个靠墙的角落安了家。

这以后，只要捡到合适的木材，王学达就为水箱加高
一层，加了两层后，水箱有近 2 米高，能蓄 1 吨半水。他
又找来铁皮，给水箱做了个金字塔形的盖子，保证水箱里
的水不受二次污染。

记者在水箱旁停留了 10 来分钟，先后遇到 5 位社区
居民，他们或是接上一桶水回家浇花、拖地、冲马桶，或是
在这儿洗拖把、擦脚垫。王学达说，这里来得最多的是小
区保洁工，洗抹布拖把，每天不知能省多少水，也有车主
开着车来就地取水洗车。

眼看着自己的蓄水装置受到欢迎，王学达又动起了
广泛推广的脑筋。2008 年，他给市主管部门写了封
信，很快收到了回信。2012 年，仙霞街道将制作环保
节水池列为街道当年的实事项目之一，在人流量大的 8
台纯净水机旁做了 8个不锈钢的节水环保池。

看着这“第三代蓄水装置”，王学达特别开心。他常
去那里转转，看到水龙头锈蚀了，就
换个新的，还接了根长长的橡皮管，
不用时挂在水箱一角高处，要用时
取下来就能放出水，十分方便。

王学达说，家里人开始怕他累，
不太支持他，后来见一代代装置做
好了，用的人那么多，也就支持他
了。他说，很遗憾自己没有学过节
水方面的专业知识，不能做出更专
业的装置，所以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政府部门能出面，督促纯净水机生
产企业改进技术，督促物业或业主
委员会购买装置蓄水，至于是不是
他的发明，他并不关心。

“ 只 要 不 浪 费 水 就 好 。”王 学
达说。

扫一扫，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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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旬老人自制社区节水装置——

小发明 新风尚
本报记者 沈则瑾

王学达老人和他亲手制作的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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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达老人和他亲手制作的水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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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既能实现 LED 显示，又不影响
鸟巢独特的钢架结构？

作为鸟巢“网幕”的承建方之一，利亚
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团队煞费苦

心。技术总工程师卢长军告诉记者，如果
采用传统的规则型 LED 屏，一方面会遮
挡鸟巢造型，另一方面，其使用的高压交
流电如过分靠近钢架，容易带来安全隐
患。所以，只能利用夹具等工具将灯条固
定在钢架之间的缝隙中，再采用低压直流
供电，这样既不影响鸟巢外观，还能确保
显示效果、保障安全。

由于要“填充”鸟巢大小不一的缝隙，
以往规则的 LED 灯条显然不行。“‘网幕’
所需要的灯条长度有时能达到 5 米长、

1.2 米宽，而常规的一般都是长 1 米、宽
0.5米。这样的特殊构造自然加大了生产
难度，数量、工艺等都得严格控制。”卢长
军说。

研发人员不断创新，通过设计优化，
提高电源转换效率，使产品比以往同类产
品功耗降低 20%以上，实现了有弹性、可
拼接弧形、全防水等功能。“值得一提的
是，‘网幕’的主体结构几乎是纯国产。”卢
长军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一个像素点
用一条灯条就可以。但这次为了保障万

无一失，首次采用以两条紧挨着的灯条来
完成一个像素点，这样即便一条出了故
障，另一条也能继续工作，不会影响整体
显示效果。”

卢长军说，现在城市中有不少造型独
特的特色建筑，会产生很多夜景塑造或是
宣传推广的需求。今后，鸟巢“网幕”这类
技术将大有用武之地。记者了解到，鸟巢

“网幕”暂时不会拆除，具体用途还在商
讨，有可能用于广告投放。“大家还能继续
欣赏‘网幕’的风采。”卢长军说。

高科技“织”就鸟巢“网幕”
本报记者 董碧娟

“APEC 之 夜 ”的 鸟 巢

“网幕”令人记忆犹新，这巨

型“网幕”究竟是怎么“织”就

的？11 月 13 日，《经济日报》

记者采访了承建方之一的利

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技

术总工程师卢长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