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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7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刘蒙蒙 实习生 高珊 ) 9

日，市民王先生反映，潍州路
与东风街海王府附近的两个
垃圾桶已经损坏，不仅垃圾
没处扔，也很影响市容。

10日下午，记者来到潍
州路与东风街海王府附近，
找到了王先生所说的两个已
经损坏的垃圾桶。这两个垃

圾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
坏，其中一个受到过猛烈撞
击，靠近人行道的一面有大
面积凹陷。在不远处，另一
个垃圾桶的底部不见踪影，
桶身全是铁锈，估计是使用
时间较长，垃圾桶底部烂
掉。由于垃圾桶损坏，人行
道散落着很多市民随手扔掉
的广告传单、饮料瓶、废纸

等垃圾。
附近商店的一位商户告

诉记者，垃圾桶坏掉已经有
一段时间了，一直没人修理。
大家纷纷反映，天气炎热，垃
圾不愿意放在手里，一看到
垃圾桶坏了，多数人会选择
把垃圾随手扔了，市民希望
有关部门能够及时修理或者
更换垃圾桶。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董惠)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出通知，决
定自2013年7月10日起，调整非居
民用天然气门站价格，居民天然
气价格不作调整。10日，记者采
访得知，目前，潍坊非民用天然
气价格暂时未进行调整。物价部
门也称，至今仍未接到气价调整
的通知。

根据此次发改委下发的通
知，此次调价主要是非居民天然
气价格调整，并不涉及居民天然
气计价价格。国家将天然气分为

存量气和增量气，其中，存量气
指企业或者用户在去年所用气
的总数，所谓增量就是超出部
分。存量气的门站价格每立方米
提高幅度最高不超过0 . 4元，在增
量气方面，门站价格按照可替代
的能源 (液化石油气等 )价格的
85%确定。调整之后，全国平均门
站价格由每立方米1 . 69元提高到
每立方米1 . 95元。

通知下发之后，全国部分城
市已率先开始执行，而从目前情
况来看，部分出租车司机及餐饮

行业从业者对此反映较大。伴随
气价调整，部分城市也同步调整
了出租车公里租价。

10日，记者采访城区部分出租
车司机了解到，近期非民用天然气
价格调整，潍坊虽然暂时价格不
变，但部分加气站也称气价可能会
进行调整，因而部分加气站也出现
了排队加气的现象。

对此，记者咨询了潍坊港华
燃气的工作人员，港华燃气所属
的加气站目前价格未进行调整，
还在等物价局通知。另外，潍坊

物价局工作人员也称，直至现
在，并未收到非民用天然气价格
上涨的任何通知，因而目前潍坊
市场上非民用气价没有变化。

另外，记者采访了解到，进入
夏季后，潍坊城区日用气量也相
对稳定。对于市民而言，现在天气
越来越热了，很多人都会使用空
调来降温，往往紧闭门窗，这样就
容易导致因天然气燃烧不充分产
生的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市民在
使用天然气时应注意保持室内通
风，安全使用天然气。

2012年9月份，我怀着对大学
的憧憬，背起行囊，在父亲的陪伴
下踏进了潍坊职业学院的校园。
因为是第一次出远门，面对人生
地不熟的现实境况，心中不免有
些害怕和手足无措，然而接下来
的事情却让我感动不已，心中的
疑虑与不安都烟消云散。

刚走进校园的第一瞬间，就
有热心的学长们前来帮忙，他们
帮我拿着沉甸甸的行李，交学
费，认教室，整理宿舍，这繁琐
的入学程序在学姐学长的帮助下
轻松完成。宿舍在六楼，学长们
一趟一趟地帮我搬行李，汗水浸
湿了他们的衣衫，可他们却始终
乐呵呵的。

因为距离老家比较远，晚上
父亲赶不上回家的末班车，学院
老师得知情况后立即安排了一间
学生公寓。那一刻我深信我选对
了学校，在这里，我将会更好地发
展与成长。

因为学习成绩优秀，来学校
第一年我便获得2500元的奖学
金，这将让我有更多的信心来面
对我的大学生活。在潍职生活
后，我切身体验到了大学生活的
丰富多彩：学生会竞选、剪纸比
赛、演讲比赛、辩论赛、拔河比
赛、跳绳比赛、礼仪操比赛、运
动会等。在老师和同学的鼓舞
下，我积极参加了各项活动，并
取得了优秀的成绩。正是这些丰
富多彩的活动，让我的大学生活
更加充实。

除此之外，学校还多次安排
报告会，有安全知识讲座，健康
心理知识讲座，让我们的生活常
识积累更加厚实。更让我受益的
是学校邀请多名成功企业家来学
校演讲，企业家们的演讲让我更
加全面地了解了企业发展情况，
了解了外面的世界，让我对将来
的就业规划从懵懂模糊状态渐趋
明朗，有了奋斗的目标。

不知不觉中，大一生活已经
结束了，这一年的大学生活，老
师们多样化的授课让我摆脱了那
种单一枯燥的高中学习方式。老
师们诙谐幽默的话语，让我们在
学习中感到无限乐趣。与外教们
地交流沟通，让我的内心世界更
加开阔。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让生活更加充实。入学时的一切
顾虑早已烟消云散，接下来的将
是更加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潍坊职业学院国际商务学院
2012级 徐静

本报记者 李涛 整理

师长们的热情

打消了我

入学的疑虑

这些“膏药”清理起来真不容易

一平米沾了二十多块口香糖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刘蒙蒙 实习生 高珊 )在
大街上，随地乱吐的口香糖
象一块块“狗皮膏药”，影响
着市容。10日，记者走访调查
发现，步行街、公交车站点、
商超、广场等地，口香糖污渍
随处可见，而清理工作也给
清洁工带来很大麻烦。

10日，记者先后在人民
广场、风筝广场、公交车站
点、商超等地走访发现，这些
人流密集的地方成了口香糖
污渍的“重灾区”。由于行人
较多，落在地上的口香糖经
过多次踩踏，紧紧地粘在地
上，时间久了，变成了一块块
硬币大小黑色的斑点。在新

华路佳乐家对面的一处公交
车站点，记者注意到，一平米
左右的路面上就粘了20多块
口香糖污渍。而多处垃圾筒
旁边，也零散地分布着刚吐
出来的口香糖。

记者随机采访多位市
民，大家纷纷表示，口香糖相
比于饮料瓶，食品包装袋，纸
团等垃圾，体积较小，很多人
不在意，随口吐掉。“用纸巾
包裹起来，如果一时遇不到
垃圾筒，无论是拿在手里还
是放进包里，都很脏。”市民
李女士说。市民王先生说，随
地乱吐口香糖的行为多是因
为市民没有卫生意识，再加
上没有处罚措施，大街上乱

吐口香糖的行为太普遍，防
不胜防。

正在一处公交站点打扫
卫生的清洁工阿姨告诉记
者，每天公交站点都有很多
市民扔出的废弃物，其中口
香糖最难清理，需要花费很
多时间。为了除掉口香糖，他
们想了很多办法，用水冲，用
洗衣粉洗，用刷子刷，效果都
不好。如果想要真正清理掉
一块口香糖，先得用小铲刀
用力地来回铲，将表层清理
掉后，遗留的顽渍再用湿毛
巾反复擦，或者用钢丝球清
理。“有些路面不光滑，清除
起来更难”，这位清洁工阿姨
无奈地说。

垃垃圾圾桶桶坏坏了了，，谁谁来来给给修修
多数市民不得不“随手扔”

非民用天然气10日起上涨

潍坊气价暂时“没动静”

晴晴天天沙沙土土飞飞，，雨雨天天泥泥泞泞地地

这这这段段段“““掉掉掉渣渣渣”””的的的
梨梨梨园园园街街街该该该修修修了了了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王琳)
1 0 日，市民曹女士向记者反
映，在高新区东方路与金马路
之间的梨园街路段，两头都是
平整的水泥路，路中间一段却
是不折不扣的大土路，沙土路
面上有很多坑洼，每走到此处
时都得十分小心。

当日下午，记者来到东方
路和梨园街交叉路口处，沿着
梨园街向东继续前行，眼前出

现了一条明显的“交界线”：
平整的柏油马路不见了，取而
代之的是一条黄土路，路面上
还铺着一层层碎石子，道路的
两侧时常有沙土堆起来的“小
丘”，在一些“小丘”周围的
低洼处，最近几天的积雨已经
开始发臭。“如果是晴天，一
有车辆经过就会沙尘满天飞，
骑自行车经过可遭罪了”，曹
女士说，如果赶上下雨这里就

非常难走，有次雨后她经过此
处，身上整条裙子都被泥点打
满了。

记者沿这条土路看了下，
约 3 0 0米左右，沿着它再向东
走，就又成了平整的柏油路。
因为这条土路上布满了深深浅
浅的坑洼，很少有轿车经过，
通行的多为电动车和大货车。
“我很少来这边，没想到这条
路这么难走”，家住潍城区的

刘先生开着轿车从这里缓慢驶
过，他说走到梨园街和金马路路
口时路面还是很平整的，没想到
越往西走路面成了这种状况。

随后记者采访了附近几位居
民。“这两边都是在建的楼盘，
经常有拉料的大货车从这里经
过，所以路面上铺满了沙石，更
难走了”，从此处经过的黄小姐
说，她上班如果不走这个路段，
从南北两边的大道绕行要多花15

分钟左右的时间，因为这段路沙
土太多，她特意买了个口罩。
“白天还好，到了晚上这里没有
路灯，有好几次我都差点被坑洼
别倒”，黄小姐说。

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希
望有关部门能尽快将这条路修
整好，一来可以方便住在附近
的居民过往通行，二来也可以
缓解南北两条大路的交通压
力。

土土路路坑坑坑坑洼洼洼洼，，十十分分难难行行。。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琳琳 摄摄

地地面面上上的的口口香香糖糖污污渍渍。。

被被损损坏坏的的垃垃圾圾桶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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