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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关爱环卫工,莱芜在行动
本报“环卫工爱心歇脚点”增加到24处

本报7月17日讯(见习记者 郭
延冉 周慧杰 徐莹) 自7月16日
本报刊发《又热又累就是没个歇脚
地——— 本报呼吁社会各界为环卫
工人提供“歇脚点”》的文章后，莱
芜多个商家和部门拨打本报热线

表示愿意加入为环卫工人送关爱
的爱心队伍。截至发稿，本报“环卫
工人爱心歇脚点”已发展到24处。

24处歇脚点不仅包括华莱士
餐厅 (长兴餐厅、凤城店、花园路
店、新汽车站店、莱钢友谊餐厅)、

横店影城、香山瓜子味香坊、柏拉
蒙有机鲜奶吧、热火功夫麻辣烫、
光明眼镜店、刘一壶紫砂专卖店、
米家饭庄等商家，还包括莱芜市工
商局、莱芜市城区交警大队等政府
部门。

本报呼吁为环卫工人提供歇脚地

6月26日,国家住建部明确提
出要求各地要尽快建立和完善
相关制度,保障环卫工人各项权
益。去年五月,住建部等七部委就
曾下发《关于进一步保障环卫行
业职工合法权益的意见》。

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
城市的清洁离不开他们,他们辛
苦工作 ,渴望得到社会的关注。
环卫工人 "爱心歇脚点”已经在
全省各市广泛建立起来,本报呼
吁,当环卫工人遇到身体不适时,
有个休息的地方,感到口渴时,有

个喝水的地方,赶上刮风下雨的
时候 ,有个躲避的地方。这些歇
脚点的建立,不仅是单纯地为环
卫工人提供一杯水,一个歇脚纳
凉点,更是体现了社会对环卫工
人的关爱。干净舒适的场所无私
地向环卫工敞开大门,也从另一
侧面展示了城市的胸怀和文明
水平。

本报现征集爱心单位加入
到本报“爱心歇脚点”的队伍中
去,为环卫工人送上一份关爱。(本
报联系电话:0634-6380110)

“关爱环卫工,共建歇脚点”加盟爱心单位：

格林豪泰：莱芜西苑酒店

翰皇皮革皮具：文化北路店

师创图文：文化北路店

师创图文：花园路店

华莱士凤城餐厅：莱芜市胜利南路

华莱士长兴餐厅：莱芜市长兴街

华莱士花园路店：莱芜市花园北路

华莱士新汽车站店：莱芜市汶河大道

华莱士莱钢友谊餐厅：莱芜市钢

城区友谊大街

香山瓜子味香坊：莱芜市汶源东

大街金地凯旋城沿街楼

柏拉蒙有机鲜奶吧：莱芜市育才

街(石花园小区对过)
莱芜市城区交警大队7处交警值

班岗亭：信誉楼路口处、市公安局

路口处、莱芜宾馆路口处、新汽车

站路口处、北方国贸路口处、馨百

超市路口处、老汽车站路口处。

莱芜市工商局传达室：莱芜市文

化北路46号
莱芜光明眼镜旗舰店：莱芜市老

汽车站加州步行街南门西侧

莱芜市热火功夫麻辣烫：莱芜市

文化南路金莱广场

米家饭庄：莱芜市汶河大道与花

园南路交会处

刘一壶紫砂专卖店：莱芜市人民

政府广场人防通道高第街

横店影城：莱芜市凤城西大街

为了生活，家与马路两头跑

环卫工生活写真
文/片 见习记者 周慧杰

59岁的刘同美是负责

清扫凤城西大街莱城区人

民医院至北方国贸路段的

环卫工人。她每天凌晨两

点半来到这条街上，开始

对所负责的路段彻底清

扫，每次耗时4小时。由于

儿子儿媳工作繁忙，除了

环卫工作，她还要负责照

顾孙子孙女。

两点起床

夜市垃圾让人头晕

凌晨两点，刘同美轻轻拍醒熟
睡中的七岁的孙女晴晴，告诉孙女
她要去工作了，如果五岁的弟弟醒
了，哄哄弟弟，两个人不要害怕。由
于早上时间紧，刘同美都是前一天
晚上为孙子孙女把早饭准备好。

两点半，刘同美到达工作地
点，路边的小吃摊仍在营业，刘同
美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刘同美工作的路段是从莱城
区人民医院至国贸约300米。300米
听起来不长，但由于这一路段晚上
有十多家麻辣烫及小吃摊营业，所
以遍地都是食客留下的垃圾。

刘同美的任务格外艰巨，比其
他路段的环卫工人工作时间更长。
刘同美说：“每天早上我两点半来
到这里，看到遍地的垃圾，我的头
就开始发晕，这段路实在是太脏
了。”

汗水浸衣

接水时脱掉工作服

17日早上5点，记者来到凤城
西大街，注意到整条大街上，最显
眼的便是几抹桔黄色的忙碌的身
影。在莱城区人民医院前，记者见
到了正在打扫垃圾的刘同美。这时
的刘同美已经把所负责的路段上
的垃圾清理到一起。早上虽然有
风，经过几个小时的工作，刘同美
却一直在用手巾擦脸上的汗。刘同
美告诉记者，天气太热了，衣服天
天都会被汗湿透。

刘 同 美 的 第 二 段 工 作 时 间
是 上 午 8 点 到 1 1 点 ，第 三 段 工 作
时间是下午 2点半到 6点半。刘同
美 告 诉 记 者 ，现 在 天 气 炎 热 ，她
一 天 要 喝 三 杯 5 0 0 毫 升 的 水 ，当
水 壶 中 没 有 水 去 附 近 商 家 接 水
时，都要脱掉环卫工的衣服，“害
怕别人觉得环卫工挺脏的，不好
意思去接水。”刘同美解释。

担子沉重

工作之余接送孩子

刘同美是莱芜市秦家洼人，儿
子在淄博张店打工，儿媳跟随亲戚
在莱芜工作。由于儿媳有时要出远
门进货，不在家居住，为了照顾孙子
孙女，刘同美来到儿子位于莱城的
家。她患有脑血栓的老伴独自在秦
家洼居住。刘同美每天还要照顾孙
子孙女的日常起居。

每天早晨6点半，就要回家叫
孙子孙女起床。刘同美的孙女晴晴
7岁，孙子豪豪5岁，都在附近上幼
儿园，令刘同美犯愁的是，孙女晴
晴今年要上小学一年级，她就要分
别送他们上学，感觉身上担子更重
了。

周末，孙子孙女无人看管，刘同
美让他们在附近快餐店呆着。刘同美
说：“快餐店汉堡两个人起码要花三
十块，虽然也挺心疼，但看着他们吃
着高兴，我也高兴。”

刘同美正在打扫垃圾

▲，环卫工人孙爱翠在交警值班岗亭“爱心歇脚点”接水，值班交警热情接待了她 见习记者 郭延冉 摄

交警岗亭有水喝

本报7月17日讯(见习记者
郭延冉)记者在采访环卫工人的
过程中了解到，莱芜市区内多个
交警值班岗亭平日里一直免费为
附近的环卫工人们提供饮用水。

16日，在文化北路与汶阳大
街十字路口处的交警值班岗亭
边，记者看到两名环卫工人正在
岗亭旁的阴凉处坐着休息。“这几
个大姐平时经常过来，干完活了
就过来坐坐，跟我们聊聊天。”值
班协警小王告诉记者。“我们其实
不太愿意去麻烦他们。”环卫工人
孙爱翠说，岗亭的交警对他们很
热情，只是不太好意思经常过去
要水喝。

17日上午，记者联系到了莱

芜市城区交警大队陶副大队长。
“我们的7个岗亭都可以加入，为
环卫工人提供服务是应该的。”陶
副大队说。

“那太好了，以后我们来找点
水喝也不会觉得太尴尬了。”当得
知交警值班岗亭加入环卫工人歇
脚点队伍后，一名环卫工人说。一
名值班交警说，这个岗亭虽然面
积比较小，坐不开几个人，但是饮
水是一直可以提供的。而且都有
自带的马扎，环卫工人累了可以
在这边坐着休息一下。“你们有帮
助我们的心就够了，能在这里接
点水喝就很好了。”环卫工人孙爱
翠接过值班交警刚给倒满水的杯
子说。

与环卫工人有缘

本报7月17日讯(见习记者
周慧杰 王浩奇)16日下午两点，
莱芜市华莱士长兴餐厅店长张
新强给本报热线打来电话，华莱
士要加入到为环卫工人提供爱
心歇脚点的队伍中来。目前，莱
城区四家华莱士店，钢城区一家
华莱士店，全部加入爱心歇脚
点。

17日，记者来到华莱士长兴
餐厅，见到了店长张新强。张新
强告诉记者，他在大学时逛街钱
包曾经被偷，由于钱包中有身份
证和银行卡，所以非常着急，最
后，是一名环卫工人在垃圾箱中
捡到并还给了他，他当时曾买水
果向环卫工人表示感谢，但环卫
工拒绝了。这件事情让他很感谢
环卫工人，从此对环卫工人也有

了一种特殊的亲切感。
张新强所在的华莱士长兴

餐厅，自从2010年开业以来，就
一直欢迎附近的环卫工人和小
贩进店休息和上厕所。去年12月
份时，餐厅下水道曾经堵塞，导
致厕所暂停使用，有环卫工来上
厕所，误以为是餐厅不让用了，
第二天还给餐厅员工买来了瓜
子等零食，说经常来上厕所麻烦
他们了。张新强立刻向环卫工解
释，但环卫工还是不肯收回所送
的零食。张新强说：“从这件事感
觉环卫工真的很朴实。”

目前，莱芜市华莱士所有餐
厅，愿意为环卫工人提供一个下
雨避雨，高温避暑、严冬避寒的
歇脚点，并且为环卫工人提供开
水，矿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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