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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有高低，岗位无贵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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嬉笑怒骂

名嘴说事

赵传勇(福山区)

连日来的降温和大风天
气，让人恨不得钻进温室不出
来，却阻挡不了港城的环卫工
们的工作热情，虽然大风给清
扫工作带来了不便，但展现在
市民面前的依旧是干净整洁的
街道。尤其是在他们自己的节
日当天，选择在岗位上度过更
让人感动。

感动之余，不由思索起其
他问题。环卫工的工作看似简

单，但并非人人愿做，更非人人
可做。不能吃苦耐劳干不成；缺
乏恒心毅力干不长；好吃懒做
干不了。所以在环卫工的身上
可以看到一种执着的信念，夏
日与骄阳为伴；秋天与落叶赛
跑；平常中蕴含艰辛，整日与垃
圾为伍，弄脏了自己，却换来了
整座城市的整洁。他们是好样
的，因为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
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每每走在干净整洁的大街
上，都会让人赏心悦目，这背后
是谁的功劳不言而喻。兢兢业
业的付出，薪水却不高，但听不
到他们的怨言，看到的只是他
们更加卖力的工作，这不是任

劳任怨又是什么？他们是值得
每位市民尊敬的人，事实上绝
大多数人也正是这样做的，在
我看来极个别抱着世俗眼光不
尊重环卫工人甚至恶言恶语，
不惜拳脚相加的人，他们才是
真正的可怜人。不知道尊重别
人的人何来受人尊重之说？说
到底靠贬低他人自抬身价的行
为只会适得其反。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街
上几乎每天都有环卫工的身
影，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句
话：誓将清洁工作进行到底。
由此可见，只有恶劣的环境，
没有卑微的岗位。正如一句话
说得好：岗位只有分工不同，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硬要
分出高低，那也只有职务上的
高低，而岗位没有贵贱之分。
从这方面来讲人人平等，而且
环卫工们大部分是中老年人，
尊老爱老本就是我们的传统
美德，何况他们还发挥着自己
的余热。

在自家有自觉保持卫生的
觉悟，一旦出了家门，对有些人
来讲，这种觉悟就荡然无存，要
知道，家是小家，城市何尝不是
一个大家？家庭成员也是每位
市民。所以保持城市卫生，人人
有责！就像齐鲁晚报联合环卫
处所发出的倡议：关爱环卫工，
拒绝乱丢垃圾！

中国的宏观政策长期战略和
周期性战略上有所区分：就长期而
言，经济下滑给了中国修正过去政
策负面效应的机会，这种机会并不
总是出现，历史不会给中国再一次
犯错的选择。在刺激失效的情况
下，宏观政策的最好选择就是推动
改革，夯实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基
础，而不是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

——— 马光远(经济学者)

目前，我国的图书出版还受着
严格的行政管制，书号，这个在国际
上只是用来表示书籍排序的符号成
为政府管制的工具，从而使它衍生
出了可以买卖的经济价值，这大幅
度地提高了图书的出版成本。一些
握有资源的人靠着批发书号发财致
富，而一些基层作家为了圆出书梦
将自己从牙齿缝里省下来的钱交到
出版社，出版的书却只能堆在家里，
根本没有进入市场的传播渠道。

——— 周俊生(媒体人)

新闻：日前，一名家住广西的
五旬妇女，买菜时忘了回家的路，
一路寻觅一路前行，在一个月的时
间内竟然横跨五省区来到江苏昆
山！在身心俱疲、饱受煎熬的情况
下，被昆山公安的一名湖北籍民警
用一句家乡话打动，最终在民警的
帮助下重新回到了亲人身边，一场
历时一个多月横跨五省区的单身
漂泊也就此终结。(人民网)

点评：跨省买盐都违规了 ,你
跨省买菜该当何罪。

新闻：“还吃吗？”“不吃了。”
“行，你不吃，我吃。”这是10月24日
在枣庄薛城天云斋健康主题餐厅
内老板和顾客的一段对话，因顾客
在就餐结束后，饭碗内还剩有大半
份食物没吃完，餐厅老板当着顾客
的面，在餐桌旁将剩饭吃光，惊呆
了用餐的市民。(新京报)

点评：惊呆了顾客，教育了众
人。

新闻：10月21日，一组名为“曝
山西高速交警拉风路虎车队”的照
片在网络热传。山西高速公安交警
二支队支队长李致富回复，“我们
怎么可能配路虎车？简直开玩笑。”
然而记者发现，至少在2013年初，
上述车辆应确属山西交警。(中国
青年报)

点评：失去公信力，要挽回就
难了。

新闻：16公里进机场的高速公
路小车单次收费15元，来回需花费
30元。武汉天河机场高速公路开始
试运营收费，武汉市民纷纷喊贵。
负责该道路建设运营的武汉天河
机场路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人却感到委屈：按这个价格30年
后，企业将亏损100多亿元。(长江
商报)

点评：真是良心企业。

我有话说

于华(海阳市)

由齐鲁晚报《今日烟台》与烟
台市环卫处共同发起征集“环卫工
歇脚点”的活动，目前歇脚点已达
600多处。“环卫工歇脚点”的活动，
得到了不少爱心企业的鼎力支持，
例如，拥有众多药店门店的燕喜
堂，以及遍布港城大街小巷的480

个体彩门店，都欢迎环卫工人随时
随地进门歇脚。这对于每一个环卫
工人来说，是“福音”，是利好的消
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每每读到
此，也顿感心生暖意，即使秋风瑟
瑟带来丝丝寒意。

都说“天凉好个秋”。是的，秋
高气爽的季节，看万山红遍层林尽
染，可谓心情大好。但这个季节，对
于环卫工人却是一个“遭罪”季节。
他们起早贪黑，要一整天地“战天
斗地”，特别是随风飘落掉在地上
的落叶，得掉一片扫一片，掉一地

扫一地。霜降之后，早晚温差更大，
天气也会越来越寒冷，要是赶上雨
雪天，在雨天雪地里忙活，一身泥
汗两脚泥，环卫工人很辛苦很不容
易。劳累一天疲惫不堪的环卫工人
需要场所喘口气歇息一下，但是，
我们的环卫工人很自觉很克制，因
为他们一身泥水是不情愿扰乱一
个洁净的地场，哪怕是一个公共场
合。这需要全社会的理解。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设身
处地为环卫工人着想一下，换位思
考一下，想一想人家“宁可一人脏，
换来万家洁”，那就多一份体谅，多
一点关爱，主动邀请环卫工人进门
喝点热水歇歇脚，如果他们还在犹
豫，那我们的态度就需要更热情一
些，即便是他们可能刚刚清扫完地
面，一身水两脚泥的。

思考换位，理解万岁。让我们
大家真诚热情地对每一位环卫工
人说一句：“请你进门歇歇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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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
容师，城市因他们而美丽。
在这些动听的称谓背后，
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尊重
他们的劳动、理解他们的
艰辛与苦楚？本报10月27
日关于环卫工人节的相关
报道引发市民的强烈共
鸣，不少读者来信来电表
达对环卫工的敬意。现择
三篇，以飨读者，意在提醒
大家爱护环境，尊重环卫
工人的辛勤劳动。

编者按

请你进门歇歇脚

“ 十 一 ”消 费 市 场 的 井
喷，让家电卖场着实火了一
把。长假过后消费的购买欲也
日趋平淡。“眼下的人气和销
售自然不能跟‘十一’相提并
论。改善性的购买需求少了不
少，但刚需性的购买还有很大
的空间。毕竟‘金九银十’不
仅仅只有九月还有十月。”活
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诚然，
十月往往被消费者认为是销
售淡季，商家也忙于梳理长假
后的余热。各类的促销活动也

不如之前。“降价”往往是被
用来吸引消费者眼球的最大

“利器”，往往商家的促销力
度越大越有竞争力。

逆境中往往会涌现出真
的勇士，由振华电器与海尔联
手推出“免单盛宴”即将开启。
本次活动一改往日的只关注

“降价”，打出“买四免一超级
购”的空前力度重拳。凡在活
动期间购买4件家电，免费送4

件中最低价值的产品，最高上
限4999元。

“刚需性购买家电，不仅
要考虑促销优惠的力度如何，
还要针对消费人群去精耕细
作家电市场。”该活动负责人
说道，“现在，80后、90后是不容
忽视的消费主体。这部分群体
更注重的是家电产品的智能
化、个性化、时尚化等诸多元
素，这部分群体，正是销售增
长的关键点之一。”伴随着智
能化方式的普及，家电产品也
从单一按键式，演变出触摸
式、一键式等诸多功能。消费

年龄的跨度也从80后、90后延
伸到60后、70后的消费群体。

据悉，本次活动不仅是振
华电器再一“妙笔”，力度相对

“十一”也丝毫不逊色。持旧机
发票即可享受购机补贴优惠。
1 0年以上发票补 5 %，以此类
推，最高补贴15%。海尔冰箱、
洗衣机、彩电等诸多样机低价
处理。“好礼送不停，买一送
一”买卡萨帝冰箱送酒柜，买
指定产品送空调、燃气灶等诸
多礼品。

刘岩(芝罘区)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
联合市环卫处发出倡议：
关爱环卫工，拒绝乱丢垃
圾。讲究卫生是《小学生守
则》里的一条，想必每个人
都对此耳熟能详。讲究卫
生本应该成为每个人的自
觉行动，但如今却不得不
以关爱环卫工人的名义再
次重提，让人不禁有些唏
嘘和无奈。

看看马路上不讲卫生
的现象吧：边走边吃的果
核、果皮、饮料瓶、口香糖、
塑料袋、包装盒……随手
就潇洒地丢在大街上。这
些垃圾经车碾人踩，碎屑
满地，随风飘摇，遍地狼
藉。小区里，楼上的住户从
窗台上抖落尘土、垃圾如
天女散花般不时随手抛
出，散落在楼下四处都是。
公交车上，废报纸、各种杂
物在脚下层出不穷。所有
的这些行为，不是不知讲
究公共卫生是公共道德，
而是故意而为之。

重提讲究卫生本不需
要讲一些大道理来解决问
题，应该是每个人自身修
养的表现。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的家庭与环境干净整
洁，一尘不染，也许在走出
家门前，对自己洁净的家
欣慰不已。而有的人出门
就忘了自己是公共环境的
一部分，一方面对公共卫
生要求甚高，另一方面又
成为环境垃圾的制造者，
只顾自家罔顾大家，这样
的意识怎能做到讲究公共

卫生。严于待人宽以律己，
无视公共道德，这就是个
人素质不高的体现。

讲究卫生还要以关爱
环卫工人的名义来提倡，
这是对环境卫生的无奈，
也是对环卫工人关爱的不
得已。环卫工人的辛苦有
目共睹，起早贪黑、危险系
数高、收入微薄，这一切成
了很多人看不起环卫工
人、不珍视他们劳动成果
的借口，对随意丢弃的垃
圾给环卫工人带来的重复
劳动丝毫没有愧疚，而那
些藐视环卫工人的恶言恶
语常常让人听起来胆战心
寒。

关爱环卫工人，必须
从心里认可和真诚对待环
卫工人，工种的不同，不能
作为歧视甚至是鄙视环卫
工人劳动的借口。环卫工
人的工作平凡而伟大，正
是这些普普通通人的辛勤
的付出，才给我们创造了
整洁的生活环境。我们应
该敬重劳动，敬重为我们
付出辛苦的人。有一份感
恩的心，应该是每一个公
民应有的基本素质。

外出多带一些包装袋
吧，把可能要丢弃的垃圾、
口香糖袋装起来，直接丢
进垃圾箱，不要给环卫工
人带来重复的劳动。你的
每一个细微的、不经意的
动作，却是对环卫工人莫
大的尊重和关爱，体现出
来的是整个社会良好的社
会风尚。而我们的环境必
然会在每个人的关爱下更
加干净、和谐。

以关爱的名义重提讲究卫生

““逆逆市市””而而上上，，最最享享优优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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