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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暑中，有一种美丽叫坚守
连日来，高温蹿升，酷暑难当。烈日下，修车工、

王德刚：一天下来没有衣服可换了
地点：贺胜路温泉正新汽车服务中心

时间：
中午 12 点 40 分

“嘀嘀嘀……”
，一阵急促的喇叭声，打断了正在吃饭的王德刚。
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停在店门口，车子的前轮，明显地塌陷下去。车主匆匆地
说：
“师傅，麻烦补补胎，我还要赶急路。
”
31 岁的崇阳小伙子王德刚，是温泉正新汽车服务中心的店主，对这样的
情况已经司空见惯。
王德刚不紧不慢地放下碗筷，戴上手套，走到车前。趴在地上打顶、用扒
胎机把轮胎拆下来、打磨、上胶、上轮胎、充气……动作一气呵成，8 分钟完成
了一次补胎作业。
从早上 6 点到现在，
这是他补的第 7 个轮胎。由于天气炎热，
气温升高，
轮
胎发热炸裂前来补胎的比平常要多些，平常一天下来也就能补上不到 10 个轮
胎。
此时，王德刚浑身已经湿透：
“地面的温度超过 40℃，汽车发动机的温度
更高，还有轮胎散出来的热度，有时，温度要达到 60℃以上，不戴上手套，根
本不敢摸轮胎。这都不算什么，补大货车轮胎时，要整个人躺在地上，那才
叫一个热。
”
擦了擦挂在脸上的汗珠，王德刚说：
“我得去冲个澡换套衣服，今天已
经换了两套衣服了。不换，在身上穿不住，等会还会有人来补胎，不能耽
搁顾客的时间。
”
冲完澡后，王德刚告诉记者，现在一天最多的时候要换七、八套衣
服，有时，没有办法，只好把店里关门的时间提前到晚上七点。
“因为实在
是没有衣服可换了。
”王德刚笑着说。
10 年前，王德刚只身一人到孝感去学习汽车修理，7 年前学成归来在
温泉开起了修车店，3 年前扩大了规模，把店搬到了现在的贺胜路。
“现在，我不仅补轮胎，还做四轮定位和汽车保养。除去门面租金和
一家 4 口人的生活开支，还能有个两三万元的储蓄，已经不错了。”王德刚
满足地说。

快递员、搬运工……他们用汗水，与高温抗衡，毫不退
缩，不遗余力地为城市建设发展奉献力量。他们用坚
守，为城市带来美丽。昨日，本报记者冒着酷暑，用文
字和镜头记录他们的故事……

一块肉，
被放在烧烤架上烤了两个多小时。
“这个季节，安装空调的相对较少，维修空调的很多。”高温季节，吴亚兵
每天的电话响不停，都是要维修空调的，他一天要维修空调 15 台。从早上 5
点一直忙到半夜十一二点。
吴亚兵一边说一边出公路局，准备到下一个客户家。他的坐骑是一辆电
动三轮车，座椅已被晒得发烫。他从车上拿出一瓶水，已经被晒热的水，被他
咕噜咕噜两下就喝光。
吴亚兵说，一天下来，他要喝一桶多桶装水。
“每天被晒得头疼，没胃口，
吃不下饭，只能多喝点水。
”
因为这行太苦，吴亚兵的很多“战友”都转行了。在这一行干了近 20 年
的吴亚兵认为，
用自己的苦，
换大家的清凉，
也值。

王明亮：鞋底都快热化了
地点：
温泉碧桂园柏林二期门岗
王德刚

吴金玉：橙色衣服变成白色
地点：
中心花坛至瑶池酒店

时间：
11 点

上午 11 点，室外温度接近 39 度，32 岁的圆通快递员吴金玉送货已近 1
个小时。
吴金玉负责温泉中心花坛至瑶池酒店路段的快件发送。
“今天有 100 多件快递要送。早上 7 点半到公司，几千件快递分捡，要近 3
个小时，
所以，想在这暑天避开高温送快递几乎不可能。
”吴金玉解释说。
从老电信大楼到老计生局门口，不停地打电话、送货，短短十分钟时间，
吴金玉的头上已沁出了豆大的汗珠。三轮电动车虽停在树荫下，但被太阳照
到的座位已开始发热，有些烫人：
“有时没有树荫，三轮车在太阳下暴晒，整个
车就像是烧开了的锅。
11 点 40 分，100 多件快递差不多送出一半，吴金玉的衣背已经被汗水湿透
大半。
“这种高温天气，一天把所有快递送完，回到家，橙色的工作制服会变成白
色，上面全是汗水结晶出来的盐。
“吴金玉说。
四年前，孩子出生，吴金玉因为经济压力进入快递行业，虽然工作辛苦，但是
工资待遇不错。
如今，快递业竞争激烈，工资待遇有所下降，但是辛苦的性质却没有改变，不
过吴金玉还是没有想过换工作。
“每当大热天给人送去一份快递，人们感激地给
你端上一杯凉水，
所有的辛苦都会化为前进的动力。
”
“每一份职业都有自己坚守的责任和义务，不管是在空调房里工作，还是顶
着烈日来回奔波，目的其实都是一样，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市民。”豁达的吴金玉发
动三轮车，迎着骄阳，
奔向了下一个送货点。

吴金玉

地点：
交通路
王天生

时间：11 点

上午 11 点，53 岁的王天生开着红色小货车，来到御龙花园送电器。下车后，
他第一件事，就是急忙喝两大口水来降暑。
王天生是沃尔玛的电器送货工。早上 7 点，他就在沃尔玛仓库接单搬货，8
点他装了 20 件电器出车，御龙花园是他的第四站。
御龙花园客户买的是一个空调，住在六楼。王天生原以为客户家有电梯，到
了楼梯口却傻了眼——只有楼梯。
“只能咬牙背上去喽。
”
一个空调室外机约莫有 70 多斤，王天生背着空调，步履沉重地往上爬，爬到
4 楼时，只见汗水如雨点般从他额头冒出，顺着鼻尖往下流，到达 6 楼时，他一身
衣服全湿透了。
看着王天生汗流浃背，客户递来一瓶水，让他降降温。王天生拒绝道：公司
有规定，不能拿客户一针一线。随后，他又“蹭蹭蹭”下楼，搬运空调室内机接着
上 6 楼。
王天生再次爬了趟 6 楼后，整个人就像水里捞出来一样。这样的经历，王天
生每天都在重复：
“我每天要送两车电器，一天要跑 100 多里，一天至少爬 20 层
楼。最迟，晚上 11 点后才回家。
”
虽然辛苦，令王天生感到欣慰的是：每当把空调、冰箱送到客户家里时，客
户那热情的感谢声，让他觉得付出很值。
“我就是那送清凉的使者。
”
但王天生也碰到客户不理解：尤其中午送货，打搅客户午休，客户说话就有
些不耐烦。
“ 这时，我就耐心给客户解释，公司有规定，如果货物不及时送到，会
耽误安装等流程。
”
“叮叮叮……”王天生的电话响了。 咕噜了一大口水，抹了把汗，王天生赶
往下一站。

吴亚兵
王明亮

12 点 30 分，在交通路，柯昌贵麻利地将 20 桶水装上三轮车，载着记者飞
驰在路上。
记者坐上发烫的三轮车，热浪迎面扑来。此时的公路已被加温至 45 度，
像个铁板烧。
第一家顾客住在盛世华庭 6 楼，要送两桶水，没有电梯，柯昌贵轻轻松松
拎了一桶上肩后上了楼，记者则拖着一桶水跟在后面，1 分钟后，两人便拉开
了好远的距离。
3 分钟后，柯昌贵笑意盈盈地回来，帮记者拎走了这桶水。
“很重吧，一
般人做不了的，
我来。
”天蓝色的上衣像刚被雨淋过一样，
紧紧贴在后背。
一桶桶装水重量约 36 斤，从 1 楼到 6 楼，有 100 多个台阶，柯昌贵要一
阶一阶地爬。有时中途累得爬不动，就在楼梯转角处休息一会。
“您好，这是您要的水。”进入住户家后，室内冷气扑面而来，柯昌贵来
不及享受便径直走到饮水机，放下水桶，熟练地撕掉封口标签，弯腰用力托
起水桶，准确安放到饮水机上……一连串的动作，连贯而麻利，饮水机发出
欢快的
“咕咕”声。
今年 46 岁的柯昌贵告诉记者，他做这份工作已有 3 个月，每天要送
50 多桶水。虽然很累，但订水的电话一响，还是会马上行动。说话间，
电话再次响起。他骑上电动车，匆匆赶往下一个顾客的家。

地点：
阳光酒店

柯昌贵

时间：11 点

上午 11 时，在市公路局九层楼一间办公室，记者看到，36 岁的空调维修安
装师吴亚兵腰系安全带，正坐在空调外机上，用扳手拧开外机上盖的螺丝。螺
丝拧开后，他脚踩在外机底端一个小小的支撑外机的支撑点上，慢慢移开上盖。
上盖递给帮手后，他再次跨坐在外机上。用仪器检测发现，是外机电容坏
了。
“这段时间，出现类似问题的空调很多，电容器还没有到货，我过两天再来换
电容器。”吴亚兵向客户解释道。随后，他盖上外机盖，拧上螺丝，慢慢地从窗户
爬进去。
此时，吴亚兵已在九层楼窗外干了半个多小时。40℃的高温下，吴亚兵背
部的衣服全部湿透。
“这点汗算什么。下午一两点钟时，顶着太阳晒，头都要
晒晕，汗直滴，擦都擦不干。”吴亚兵说。前几天，他到市地税
小区一户人家维修空调。当时正是大中午，外机被晒得滚烫
滚烫，他硬着头皮爬到外机上坐着检测，当时，觉得自己就像

时间：
12 点 30 分

曾战强：厨房成了桑拿房

吴亚兵：9 层楼窗外一干就是半小时
地点：
市公路局

13 时至 14 时，记者来到温泉碧桂园柏林二期门前。
敬礼！
“您好！请慢走！”敬礼！
“请问找谁？12 街 2 号？请告知业主姓
名。
“
”快递吗？请登记再进门。
”……
在一个钟头之内，王明亮（化名）接待了 30 多辆出出进进的各式车
辆，
而陪伴他的，
是一个小功率的电风扇，
开到最大档，
都还是热风。
王明亮提醒记者，
脚要不停地腾挪，站着不动，鞋底会热化的。
“你看地上，是不是有热气在向上冒？像不像火焰山？”个头精瘦、
皮肤黝黑的王明亮心态不错，说自己“运气好”：从 20 号开始接门岗班，
到 30 号才能轮值巡逻岗，最热的时间段都被自己赶上了，
“这下，不用
去非洲就能看见非洲人了，
我就是啊！”
“虽然不停地喝水，但顶多上两趟厕所，因为一直流汗。”他几乎
不擦汗，
说擦也没有用，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
陪着王明亮站了将近一个小时，记者感觉自己被天然烤箱烤熟
了，露在外面的皮肤火辣辣地疼！而小区门岗都要从早上 7 点半一直
站到晚上 7 点半。
“除了风油精等防暑药物，公司每天还为我们准备西瓜、绿豆
汤。”王明亮说，他常常会有中暑的症状，比如心慌、吃不下饭、头脑昏
沉沉，
“但只要适当调整，
第二天照常上班，没问题！”
都说天热时人的气性大，门岗这个职业，必须得跟形形色色的人打
交道，产生纠纷怎么办？在这个岗位上干了 4 年的王明亮说他有诀窍：
如果他人无端发火，甚至推搡，我就不吱声，在心里默念《武林外传》那
句台词：
“世界如此美妙，
我却如此烦躁，
不好，不好……”

柯昌贵:太阳像针一样扎着手臂

王天生：整个人就像水里捞出来一样
地点：御龙花园

时间：
13 点至 14 点

曾战强

采写：
盛 勇
刘 晖
甘 青
李 娉
马 丽
朱亚平
赵晓丽

时间：11 点 30 分

11 点 30 分，潜山商业街附近阳光酒店的厨房里，几位白衣高帽的
大师傅正在熟练地配菜、翻炒，9 个炉子都开了起来，呼呼地向外喷火，
加上灯光的照射，
感觉整个厨房就像个高温桑拿房。
油烟和火舌散发出令人难以靠近的温度，而该酒店的粤菜师傅曾
战强却一脸严谨，
马不停蹄地工作着。
他左手端着 6 斤多重的菜锅，右手挥舞菜勺，一会儿放调料、添佐
料；一会儿低头弯腰调火，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
“炒菜时厨房在 45℃
以上，
我们都在用
‘热’情烹饪。
”
光是站在旁边看他炒几盘菜，记者已满头大汗。加上那酸甜苦辣
的油烟味，让人感觉就像呆在蒸笼里。
“要不你还是到外面空调室凉快凉快吧。在厨房里呆久了，你
肯定受不了，不比我们早就熬出来了，一呆就是几个小时。”曾战强
看记者一直在擦汗，善意地说。
见记者坚持，在休息的间隙，曾战强便继续用浓厚广东口音的
普通话同记者唠嗑。他介绍，他每天早上 9 点半左右到岗，为午餐
做准备，
不打乱仗。
11 点多，他就开始忙起来，直到下午 2 点。忙完后，往往整件衣
服都可以拧水了。但他已习以为常，用他的话来说，早已久经“烤”
验，心静自然凉。而且，
“最幸福的便是为客人呈上最美味的食物。
”
今年 39 岁的曾战强当厨师已有 22 年。作为广东人的他，2006
年，机缘巧合应聘到阳光酒店，成了一名非常受客人欢迎的粤菜师
傅，在阳光酒店 200 多道菜品里，
他负责 20 多道粤菜的烹饪。
尽管工作环境一般人无法忍受，曾战强却希望，能一直用火般的
热情，
为咸宁人奉上美味佳肴。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