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用坚坚守守让让城城市市““脉脉络络””更更通通畅畅
35℃高温下，粪便清淘工冒着恶臭清理化粪池

文/片 本报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程若男

刘荫钢
干环卫俺啥也不图
市民方便了咱就有功

下午两点，艳阳高照，气温
高达35℃。粪便清淘工刘荫钢
和他的队友驾驶着吸污车来到
双山小区的一处化粪池。车一
停，几位师傅便麻利地跳下车，
戴上橡胶手套、拿上铁钩，弯腰
钩开地上的井盖。一阵风吹过，
立刻有一股恶臭扑面而来，还
没走近都会被浓重的气味呛
到。

“刘师傅，你们怎么不戴个
口罩啊？”“这气味我们早就习
惯了，闻不到了。”刘师傅乐呵
呵地说道，像个没事人一样继
续干活。吸污车上有一根黑色
的直径约13公分的管子，又粗
又重，刘荫钢双手抬着这根管
子慢慢深入到化粪池内，随后，
回到车上发动抽粪开关。同时，
其他工友则拿粪勺、取粪叉，随
着机器轰鸣声，不断地手动搅
拌化粪池。“别看井口小，但下
面池子又深又大，光靠管子吸
不行，还得人工用勺子、叉子把
粪便往管口这里送。”刘荫钢一
边工作，一边向记者介绍道：

“化粪池里有很多块状的垃圾，
一不小心就会堵塞管子，所以
要不停地搅动。”

刘荫钢在这个工作岗位
上已经干了 30年了，曾被评
为“全国优秀环卫工人”，也
曾作为章丘区环卫战线唯一
一名同志参加了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说起这些，他摆摆
手：“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没啥好说的。干环卫俺啥也
不图，城市干净了，给市民带
来方便，咱就有功!”

韩乃学
每个工种都要有人干
干长了就习惯了

韩乃学，36岁，2010年开
始从事粪便清挖工作，到如
今已经是第8个年头了。一年
到 头 奔 波 于 城 市 的 大 街 小
巷，哪条路上有几个单位小
区、多少座公厕、多少个化粪
池、化粪池和排污水管道怎
么分布，他都一清二楚。与记
者说话间，韩乃学和工友们
驱车赶到了位于汇泉路武装
部附近的一个公厕旁。找到
化粪池，钩开井盖，放入抽粪
管、搅动化粪池……每个人
重复着相同的动作，呼吸间
嗅着恶臭，整个过程持续十
几分钟，高温下的韩乃学一

直很“专注”，脸上的汗水顺
着下巴一串串往下滴落。

谈及多年来的工作体会，
韩乃学称，刚工作时他也觉得
有些丢人，家人也有些不理解，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踏实苦
干，他意识到了这份工作的重
要性，他的坚持最终打动了周
围的人。“每一个工种都需要有
人干，干长了就习惯了。”韩乃
学淡然地说。

而让他意识到工作重要
性的一大因素便是群众的支
持。有一年中秋节，畜牧局宿
舍一位大爷打电话反映楼门
口的下水道堵塞，粪便流了

满地。虽然这个小区不在他
们的工作范围内，但韩乃学
和工友仍然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迅速投入到清淘作业中。
经 过 两 个 多 小 时 的 紧 张 工
作，他们从井下挖出了这次
堵塞的罪魁祸首——— 大约 3
立方米的小石子。当他们收
拾工具准备“撤离”时，大爷
热情地请他们进家坐坐休息
一下。推辞再三，韩乃学喝了
大爷递过来的一杯热水，听
着大爷一声声地说“谢谢”，
韩乃学真正感受到了自己工
作的价值：只要有人需要，自
己脏点累点没关系。

7月的章丘正值酷暑，高温天气已持续数天。为了亲身体验高
温下每天与粪便打交道的不易，记者跟随区环卫中心的粪便清淘
工一起，实地感受这一特殊工种的辛苦。

粪便清淘工在冒着恶臭清理化粪池。

清淘厕所无小事，清洁连
着千万家。虽然是不起眼的粪
便清淘工，但他们心里装的是
百姓的信任，肩上担的是环卫的
责任。无论什么时候市民有需
求，他们都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解决，他们把这个叫做“天大的
小事”。城市的发展和变迁，留下
了他们坚实的脚印，他们用爱岗
敬业诠释了“粪便清淘工”这份
职业；他们用自己的一身臭，换
来了万家香；他们用一次次、一
年年反反复复的挖、舀、淘，换来
了城市的血脉畅通。他们是城市
里最平凡且又伟大的人，是“小
泉城”最美的环卫工！

葛记者手记

本报 8月 2日讯（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王峰）
近日，记者从章丘区住建委
了解到，上半年来区住建委
结合建筑行业实际，坚持把
农 民 工 的 根 本 利 益 放 在 首
位，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截

至6月底，累计受理农民工投
诉 1 5 7 余起次，接访农民工
2967余人次，办理12345市民
服务热线投诉 79件，解决拖
欠农民工工资4863 . 75万元。

当前，章丘区建设项目规
模剧增，发生拖欠的几率也相
应加大。区住建委将进一步转

变工作机制，深入研究建筑业
劳动用工及农民工工资支付管
理形势，在巩固落实各项制度
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工程建
设、施工单位劳动用工行为。对
存在隐患的项目，及时约谈参
建单位项目负责人。对多次发
生农民工上访讨薪造成不良社

会影响的项目参建单位，在招
投标、质量安全监督、施工许
可、验收备案等建设手续上予
以限制，使项目参建单位充分
认识到“一处违规、处处受限”。
同时，进一步完善优化工作流
程，规范工作岗位责任制，重点
针对中秋、国庆、元旦、春节等

可能出现的阶段性讨薪高峰，
及时快速协调处理，并针对隐
患较大的项目安排专人跟踪督
查，确保每一件投诉事项都依
法依规妥善处置。下一步，将全
力做好建筑业防欠清欠工作，
切实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维
护社会稳定。

区住建委全力做好建筑业防欠清欠工作

半半年年解解决决拖拖欠欠农农民民工工工工资资44880000万万

本报 8月 2日讯（记者
支倩倩 通讯员 张强）
近日，以“陶冶市民情操、促
进文化繁荣”为主题的“泉
学 e 站智能钢琴”公益培训
活动在章丘社区教育学院顺
利举行。记者了解到，第一
期“智能钢琴”公益培训主
要面向少儿举办，今后将陆
续举办多期。

记者在现场看到，专业老
师带着小朋友们从认识琴键
开始，穿插讲解五线谱、简单
的音符、节拍知识，一起玩了
结合钢琴学习的启迪游戏，猜
音符和练习节奏感，小朋友们
的学习过程充满趣味和快乐。
随后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每

个人都依次进行了简易的“演
奏”，小朋友和家长们的手指
在黑白琴键间跳动着，与钢琴
进行了亲密接触。

“以前都想着给孩子培养
出一些艺术气质，但怕花了钱
报一些培训班孩子却不喜欢，
最终成为负担。这次带孩子来
参加钢琴公益培训，正好可以
检验下孩子在这方面有没有
兴趣。”一位家长对活动表示
赞许。

近年来，章丘社区教育学
院坚持立足社区，面向群众，
持续开展“接地气”的社会公
益培训活动，深受广大人民群
众好评，为建设和谐、文明社
区奠定了基础。

章章丘丘社社区区教教育育学学院院

举举办办““智智能能钢钢琴琴””公公益益培培训训

流动服务车进小区 供热服务到家门

章章丘丘供供热热公公司司服服务务进进社社区区

本报8月2日讯（记者 石
剑芳 通讯员 张念金） 近
日，标有“济南热力集团章丘
供热公司”字样的桔黄色流动
服务车开进了桃花山小区，在
桃花山小区内小广场边不时
播放着供热信息采集的宣传
介绍片。

据了解，这是章丘供热公
司二号站片区工作人员在桃
花山小区开展供热服务进社
区活动。该供热片区工作人员
前期在小区内每个楼张贴宣
传通知的基础上，主动进驻小
区上门工作，通过流动服务车
为宣传平台，让小区居民了解
登记供热信息实现供热服务
系统升级后，在享受微信、支

付宝等快捷支付方式的同时
还能够享受到热力公司的“精
准”服务。用户家中供暖出现
问题，热力公司能够快速、准
确了解用户位置和联系方式，
供暖管家第一时间能够联系
用户、帮助用户解决供暖问
题。

“考虑到桃花山小区热用
户大部分都是老年人的特点，
热力公司用自己‘多跑腿、多
流汗’主动上门服务的方式来
实现让群众‘少跑腿、不跑
腿’，在家门口就能登记供热
信息。”供热公司二号站站长
冯锐在活动现场告诉记者。

为顺利完成桃花山小区
的供暖信息采集工作，保障居

民能够享受今年供热服务系
统升级带来的快捷便民服务，
热力公司在小区内开展流动
服务的同时，下一步会采取入
户登记的方式。为方便登记，
小区居民也可以携带身份证
和房产证到物业办公室和位
于桃花山小区北门的二号供
热站登记。

为进一步方便小区居民
登记供热信息，供热公司便民
流动服务车下周将前往明珠
小区、眼明泉小区、宏昌小区
等社区进行现场登记，在让居
民享受供热公司带来的“温
心”服务同时，让更多居民了
解登记供热信息、升级服务系
统带来的便民之处。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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