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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外外打打工工1100年年，，县县城城里里买买上上房房
本报记者走访高新区工地一线劳动者

高新区露天烧烤整治开始了

7700多多家家烧烧烤烤店店将将逐逐一一排排查查
本报5月7日讯（记者

修从涛） 为有效防治大气
污染，减少露天烧烤的油烟
污染排放量，改善空气质量
和市民生活环境。近日，高
新区召开露天烧烤整治动
员大会，城管联合公安、工
商、环保、卫生、食药监等部

门开展夏季露天烧烤整治
行动。

夏天来了，喝扎啤吃烤串
又将成为不少市民消夏的方
式。与此同时，近期济南市将
按照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
济南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对
露天烧烤行为进行清理整治，

在济南市市区范围内全面禁
止露天烧烤。

4月17日，在高新区召开
的露天烧烤整治动员大会下
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露天
烧烤整治的通告》，除了要整
治目前存在的露天烧烤外，
通告中还严禁任何单位和个
人为露天烧烤提供场地，并
要求室内烧烤必须安装油烟
净化装置，达标排放，对违法
违规和拒不改进的商户依法
处罚。

4月28日，各有关部门联
合执法，对不按要求和不达
标的露天烧烤进行查处，当
天共查处露天烧烤炉具20多
套，“下一步将对区内70多家
烧烤店进行逐一排查和规
范。”相关负责人介绍，整治
时间截至今年10月底，全年
集中整治时间不少于80个工
作日。

此外，在警示烧烤商户
的同时，有关部门也发出倡
议，建议广大市民增强卫生

意识，不到违法经营摊点消
费；对违法经营的露天烧烤，
市民可及时监督举报。城管、
公安、工商、环保、卫生、食药
监等相关部门将联合治理，
坚决遏制住露天烧烤的扰民
行为。

据了解，2 0 1 4年，高新
区城管部门已经对设有店
面的烧烤餐饮商户进行烟
道改造，加装取得环保部门
认证的油烟净化设备或无
烟烧烤炉具，要求业户进店
经营严禁扰民。与此同时，
在高新区中心区开辟一处
集中烧烤大院，可容纳20余
家商户。

“今年将继续加大对露
天烧烤的整治力度，对不按
要求进入设置场所经营和
不按标准提升的烧烤餐饮
业 户 将 依 法 予 以 坚 决 取
缔。”相关负责人表示，最终
将 实 现 烧 烤 进 院 ，炉 子 进
店，油烟进管，严禁占道，拒
绝扰民的目标。

实验中学：

艺考专业测试创佳绩

章锦小学：

退休老教师返校演讲

本报5月7日讯（通讯员 高婷婷）
老一辈英模和教师是少先队教育的

重要阵地，近日章锦小学在多功能厅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演讲会。前来
参加演讲的是学校的退休老教师。

退休老教师宋秀芳老师作了题为
《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奋斗》的精彩演
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学生们自
己是如何克服种种困难，实现自己做
一名人民教师的理想的。宋秀芳退休
后仍不忘工作岗位，经常为学校的发
展建言献策。

学生们在这次演讲活动中，明白
了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努
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积极参加社会
实践。演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本报5月7日讯（通讯员 王广辉）
近日，济南高新区实验中学高三艺

术生音乐班专业校考初步统计完毕。
在已经统计出的成绩中共46人参加考
试，共有41人获得专业有效合格证，共
计66人证次。其中共有11人次、14证次
获得“985”、“211”院校和“九大音乐学
院”的有效合格证；共有28人次，36证
次获得本科一批次院校有效合格证。
其中，高三（8）班的陈昊取得中央音乐
学院专业测试成绩第二名、吉林大学
专业测试成绩第一名、山东大学有效
名次合格证的优异成绩，音乐专业艺
考专业测试成绩再创佳绩。

校园动态

第二实验学校：

进行体质测试

本报5月7日讯（通讯员 李易） 5

月4日青年节当天，来自济南高新区第
二实验学校的师生，参观了济南奥林
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馆，进行体质测
试与健身指导。并体验了体育锻炼与
虚拟游戏融合的“爱动”科学健身馆。

由于平时并不重视体育锻炼，体
育测试就成了不少学生的心理负担。5

月4日青年节当天，济南高新区第二实
验学校师生50余人，在济南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体育场馆进行了体质测试
与健身指导。

如何让“要我锻炼”变为“我要锻
炼”？济南奥体中心于今年启动实施了

“爱动”云服务平台项目，建成“爱动”科
学健身，通过体质检测设备向群众开
具“健身处方”，同时能够实现运动健
身的智能互动，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山师附小雅校：

举办自然知识展

本报5月7日讯（通讯员 杨慧慧）
5月5日下午，山师大附小雅居园校

区开展自然科学知识展览活动，来自
各年级的二十多支参赛队参加了此
次活动。

本次活动主题围绕“自然界大事
件”展开，展览作品设计别出心裁。由
三（5）中队郭子易、刘新郅设计的《可
怕的埃博拉》，紧紧围绕埃博拉病毒
这一自然界大事件，采用文字、图片、
手工作品等形式，形象生动地介绍了
埃博拉病毒的宿主、形态、传播、危
害、疫区救援等情况，选题新颖，表现
手法多样。

同学们的选题内容广泛，不仅具
有明确的自然科学属性，而且在活动
过程中充分发挥大胆的想象力和团
队协作能力，将奇妙的自然科学融入
到自己的制作中，并有条理地进行展
示讲解。高新区开辟烧烤大院（资料图）。

30层楼高空作业

楼下汽车像蚂蚁

4月15日，济南最高气温
28℃，汉峪金谷工地上万人
竞赛的场面不再，一栋栋拔
地而起的高楼不少已经进入
到幕墙安装阶段。郑富有、郑
富东兄弟就是A地块上负责
幕墙安装的普通施工工人。

“恐高症的人不能做这
个活，得有高空作业证才能
行。”郑富东站在30层高的吊
栏上正在给楼体外墙安装龙
骨，从吊栏上往下望去，经十
路上的汽车就跟小蚂蚁一般
大小。

郑富东和工友们身上绑
着安全带，悬挂在楼体外墙
的吊栏也用特殊材质的绳索
绑紧系牢。在工地上，除了保
证工作质量，人身安全是施
工队对工人们最严苛的要
求。“参加高空作用的工友必
须经过半个月到1个月左右
的培训，拿到高空作业证才
能上岗。”郑富有介绍，一般
到了50岁，就不能再从事这
个行业。

“习惯了就好了。”说起
高空作业，郑富东已经习以
为常。每天上午6点半，他就
准时和工友们一起踏上吊栏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为了减
少上下吊栏浪费时间，他会
装上一瓶水带在身边，渴了
就喝一口。但是又不能多喝，
因为喝多了要上厕所，上下
30多层高的吊栏要耽误不少
时间。

打工10年 在县城买上房

虽说是日赚三五百元，
但是特殊天气是干不了活
的。“有的时候刮风，还有下
雨天，都是不安全的。”郑富
有介绍，北方春天风大，夏天
雨水多，风力超过4级就不能
高空作业。

其实对郑富有来说，刮
风下雨天挣不到钱的时候反
而是他高兴的时候，这样他
就有时间回家探望孩子。郑
富有今年32岁，大女儿9岁，

小儿子还不满周岁。他说，他
在外地打工，最想念小儿子，
如今又有半个多月没见到孩
子了。

郑富有在外打工已有
1 0年光景，攒了些钱，去年
他在小县城里买了一套房
子。与一些向往留在大城市
的人相比，郑富有更愿意留
在小县城。“我的工作跟着
项目走，留在一个固定的大
城市没用，再说大城市里房

价 太 高 ，在 小 县 城 压 力 小
些。”郑富有说，在县城里买
房一方面考虑到孩子上学，
另外离老家近，年纪大了以
后干不了这个活了，还能回
老家种地。

虽然自己的工作赚得也
不比普通白领少，但郑富有
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有
一份体面安全的工作。“我们
没念过大学，希望孩子将来
能有出息。”

随着东部城区建设
的日新月异，一座座写字
楼综合体项目拔地而起，
不断成熟的济南东城离
不开一线劳动者的辛勤
付出。劳动节到来之前，
本报记者探访了位于高
新区的省重点项目汉峪
金谷工地，倾听一线劳动
者们的心声。

文/片 本报记者 修从涛

日赚三五百元 挣的是生命钱

郑富东今年29岁，是跟
随哥哥郑富有来到工地上打
工。郑富东在沂南县老家没
有多少地，挣不到多少钱，今
年年初郑富东就决定跟着郑
富有一起外出打工。

“农村孩子结婚早，我
们那里结了婚以后，没有文
化水平的大多数都出来打
工。”郑富东22岁结婚，如今
孩子已经6岁了。用他的话
说，有了家庭之后工作起来

更有动力。
高空作业人员的工资要

高一些，郑富东每天能赚三
百块，做幕墙清洗的“蜘蛛
人”一天能赚五六百。但是高
空作业的危险系数较大，每
年因高空作业丧生的案例不
算少。“听说前不久外地就有
被大风刮下来的。”在郑富有
的脑海中一直绷紧安全这根
生命弦，时不时地会查看弟
弟郑富东的安全措施做好没

有，“这是拿生命在挣钱，不
是儿戏。”

郑富有和郑富东兄弟
工作的汉峪金谷项目是省
市重点项目，大楼的幕墙玻
璃每块重200多斤，通常需
要2到3名工人配合才能安
装好。悬空在几十层楼高，
已经让人心惊胆战，还要再
站在吊栏上从事安装幕墙
玻璃的工作，其家人也时长
担心兄弟俩。

高空作业的郑富东、郑富有兄弟正在为汉峪金谷项目大楼安装幕墙龙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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