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雷锋别添堵
□庄文石

2800万
从3月份开始，奎文计

划对育才学校、民生街学

校、南苑学校、实验小学、

幸福街小学、潍州路小学6

处校舍进行加固，总投资

约2800万元，安排加固改

造27673平方米，预计8月底

完成。

39759人
5日 ,是2012年山东省

潍坊市公务员考试报名最

后一天,报名网站迎来报名

高峰 ,截至5日晚9 :30 ,共有

39759人报名。因访问人数

过多 ,造成网络拥堵 ,部分

考生无法正常登录报名系

统,潍坊一度延长公考报名

时间,由原来的3月5日16:00

延至3月5日21:30,网上缴费

暂停(3月6日00:00开通)。

16000毫升
3月5日是学雷锋日，

山东潍坊寒亭区法官魏清

金选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第35次参加义务献血

活动，并再次义务献血400

毫升。目前累计献血量达

到16000毫升，根据《献血

法》规定的提倡献血年龄，

这是即将55岁的他参加的

最后一次献血。

1100元
3月5日，省政府公布

了全省 1 7市最低工资标

准。调整后的全省月最低

工资标准分三类：1240元、

1100元、950元；小时最低工

资标准为13元、11元、10元。

调整后，潍坊企业职工最

低月薪为1100元。

10亿
目前,潍坊市风筝厂发

展到300多家 ,设计生产的

风筝规格品种达到上千种,

从业人员达2 . 2万人 ,风筝

及延伸产品年销售额已达

10亿元,市场占有率约占全

国的75%,世界的60%。风筝

已经成为一种产业。

925人
山东省潍坊市第十六

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潍坊市

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显示,四

年来,潍坊市检察机关共查

办各类职务犯罪案件751

件925人,其中大案706件844

人,要案13件13人。

高龄环卫工

被辞退

离职可以 但要有保障
根据了解，目前的环卫

工多是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
老年人。他们愿意在这个被
年轻人唾弃的岗位上长期工
作。很多环卫工在岗位上一
干就是十几年、二十几年，
为整个城市的清洁工作奉献
着自己。难道他们的精神不
值得尊敬吗？

随着这些老年人年龄的
继续增长，各种问题也就随
之凸显。年龄大了，不可避
免的导致反应迟缓、体力下
降、行动不便等问题。他们
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适合工

作。这时，为环卫工作奉献
十几年、二十几年的高龄环
卫工们，难道就应该被环卫
部门粗暴的扫地出门吗？环
卫部门又于心何忍？

作为政府部门，理应妥
善解决他们的待遇问题，当
他们达到一定工作年限之
后，当他们离开工作岗位之
时，理应继续向他们发放一
定的生活补助，如此才能真
正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
念，也是政府部门应有的举
措。

假如只是简单粗暴的将
高龄环卫工辞退，不但让已
经丧失工作能力的老人失去
经济来源，也让刚刚工作的
环卫工人对前途失去信心，
很难说以后还会不会有人愿
意从事这样一份职业。

因此，出台高龄环卫工
人的合理退出机制就显得尤
为重要。高龄环卫工人的退
休待遇问题急需一种制度
上的保障。

这是一个让人痛心的事

件，对于这件事也许根本不

用去呐喊，只需要静静地围

观就足以使人愤慨。72岁的

老者，独自一人，仅仅领取

每月600多元的生活费，何

其艰难。而更让人难过的

是，当他们终于为社会奉献

了最后一丝光和热，终于无

法正常劳动时，即被无情地

“扫地出门”，甚至得不到

任何补偿，老人连挣扎的余

地都没有。

众所周知，环卫工往往

干着最脏最累的活，却领着

最微薄的工资。有网友揶揄

说，同样是清理城市街道

的，城管和环卫工的处境竟

判若云泥：城管有事业编制

和公务员编制，装备精良，

工资福利和待遇丰厚，而作

为临时工的环卫工甚至连起

码的劳保都发不了。环卫工

成为城市各工种中最下等的

工作，以至于连农民工都不

愿干。在这种情况下，各地

的环卫部门只好聘用那些老

弱打工者这个群体。如果老

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得不到

解决，这样的悲剧恐仍将重

复上演。

奉劝，对于老者，多一份

悲悯，多一份爱心；祈愿，“斑

白者不负载于道路”，老有所

依，老有所养。

请让他们
老有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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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潇潇

□孙翔

尽管一个月只有600

多元。在别的老人颐养
天年的时候，环卫工们
拖着病残之躯辛勤劳
作，我们应该感到心酸
才是。

社会上呼吁关爱老
人的口号叫了很多年，
但是仍有很多地方做得
不够。现实中，有不少孤
寡老人缺衣短食，没有
任何补贴，年过古稀还
在劳作。因为年纪大，工
作难找，只能做一些没
有保障、回报又低的工
作，例如做一名风吹日
晒的环卫工。一旦因病
不能正常工作，就会面
临被辞退的问题。

笔者认为，作为一
名为单位工作20多年的
员工，因为“年纪大”

被辞，而且是在病中收
到这份通知，于情不
合，工作单位做得很不
妥。但也不应将所有的
责难推到辞退单位头
上，因为作为任何一个
单位，择优选聘也是正
常的。更重要的是，笔
者也认为让古稀老人起
早贪黑工作也有违中华
民族尊老敬老的优秀传
统。但就此辞退老人，
老人生活如何保障？

笔者认为，关键的
一环还是要完善针对弱
势群体的政策保障，毕
竟“冯兆宗”代表的不
仅是他个人，还代表着
跟他情况类似的群体，
这是一种亟待解决的社
会现象。就像社会对待
童工设置保护伞一样，

对待老年人，也应有同
样的保护政策，让老年
人享受到社会的关怀。
希望冯兆宗老人的情况
能给有关部门提个醒，
尽快完善养老体系，
让每个老人“应
保尽保”。

于情不合于理有亏

□韩杰杰

寿光市今年72岁的冯兆宗老人，到今年从事环卫工作

已有21个年头，虽然此前曾多次被劝离岗，但他都没有放

下扫帚，2月10日，他在工作期间遭遇车祸，在病床上被

停发了工资。

◎ 潍 坊 港 俩 月 吞 吐 量
256 . 7万吨

据《大众日报》报道，1—2月

份,潍坊港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256 . 7

万吨(外贸完成7 . 5万吨) ,较去年同期

增长17%。其中中港区(森达美港公

司)累计完成241万吨 ,西港区(羊口港

务局)累计完成15 . 7万吨。

◎交友信息竟是色情服务

据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报

道，潍坊市的丁先生从事的行业和

广告有关，他经常干的一项工作就

是翻翻报纸、刊物，根据上面的信

息打电话联系业务。而就是通过打

电话，丁先生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

密，一份刊物上刊登的交友栏里的

留下的电话竟然都是提供给色情服

务的，经过记者电话联系证明，情

况的确是和丁先生说的一样。

◎ST海龙财务问题再升级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ST海

龙(000677)财务问题再次升级。因借

款合同纠纷，原告方深圳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请求冻结被

告方ST海龙及其子公司和股东等存

款逾亿元。ST海龙二股东潍坊康源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7000万股股份也

因ST海龙借款逾期而被法院冻结。

◎新房砖头脆弱质量差

据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报
道，潍坊安丘市有个小区叫怡和小
区，房主们说起自己的房子一肚子苦
水。不少业主的家中阳台的墙上长满
了毛，已经看不出原来墙体的颜色
了。另外，房子建设的时候也是用的
冻坯砖，墙体很不结实。但小区物业
表示，房屋质量问题是开发商的责
任，与他们毫无关系，经过相关部门
调解，物业承诺给小区联系开发商，
对小区进行维修。

“大娘，今儿这马路您是过定
了”，在又一个雷锋日到来的时
候，网上流传的这个段子让人啼
笑皆非，看上去虽有些夸张，但确
实反映出了当代社会“学雷锋”的
一种病态。诚然，雷锋精神必须学
习，但是凡事儿总要讲究方法，否
则雷锋学不成，还给人家添堵。

在雷锋日的前一天，城区的
不少敬老院向外界宣布，志愿者
想要到敬老院看望老人最好提前

预约，原因是此前的雷锋日有不
少志愿者分批前来学雷锋，但是
方式大都雷同，不是聊天就是打
扫卫生和表演节目，导致好多老
人一天要花好长时间用在陪志愿
者聊天上，身心疲惫。

院方的这种做法，并不是要
决绝志愿者做好事儿，而是真为
老人们在考虑，可以想象一下，不
停地欢迎、说话、看节目，一天下
来，一个老人该有多累？前几年，

网上流传的敬老院老人一天被理
好几次发的新闻，不就是志愿者
们热心过度而导致？

当今社会需要帮助的人很
多，学雷锋并不一定非要瞅着帮
扶老人这个思维定势，3月5日当
天，也由很多市民通过不同方式
践行了雷锋精神，像掳袖献血的
那150名采油工人，像捡到1 . 2万元
交还失主的寒亭区东南孙小学的
三名学生，像下乡送科技的山东

科技职业学院的大学生。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需要帮扶的困难也日趋复杂化，
做好事也早已不是打扫打扫卫
生、扶人过马路那么简单，好多志
愿者也感叹：“当今做好事的范畴
被压缩，要么出钱，要么出时间”。

其实，学习雷锋远没有那么复
杂，量力而行即可，那种雷锋日来
了，“有困难要帮，没困难制造困难
也要帮”的学雷锋，还是省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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