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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高温天催生“蹭凉一族”
市民盼能开放更多免费纳凉点
本报记者 李超

无处纳凉

选择“蹭凉”

针对小暑过后的持续
高温天气，气象部门连续
发布高温预警信号；近几
日的降雨并未能将高温天
气带走，反而让天气显得
格外闷热。不少市民难耐
酷暑闷热，到一些超市、商
场、书店等气温比较清凉
的场所“蹭凉”。

家住张店潘庄社区的
市民张女士每天上午都会
带着两岁大的孙子外出散
步。到了10点多，室外温度
开始热起来，由于无处乘
凉，张女士只能带着孙子
来到商场“蹭凉”。

“外面太热了，也没个
地方乘凉。这个天家里也
很热，怕热坏了孩子，就带
着他来商场里凉快了。”张
女士告诉记者，由于只去
商场纳凉却不买东西，这
让她也觉得挺尴尬的，“好
像占了人家便宜似的，有
时候挺不好意思的。要是
咱们这有专门纳凉的地方
就好了。”

连日来，记者在张店
城区的几个大商场里发
现，商场内的座椅上一整
天几乎都座无虚席，一些
市民甚至还带着宠物。

记者在张店人民公园
发现，一般公园内上午人
还挺多，但一过中午，纳凉
的市民就少了，“下午天太
热了，连树荫下也不凉快
了，人就少了，到了晚上晚
饭后人才会多起来。”10日
上午，一名在人民公园乘
凉的市民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目前张
店城区只有柳泉路人防商
城长期对外开放，市民可
到此纳凉。但记者在该商
城内看到，里面布满了大
大小小的商家，专门供市
民纳凉的区域不多，所容
纳的人数也很有限。

□□11、、投投稿稿时时间间：：
即即日日起起至至22001133年年77月月2255日日
颁颁奖奖时时间间：：
22001133年年88月月1100日日
颁颁奖奖地地点点：：
上上湖湖御御园园营营销销中中心心
举举办办单单位位：：
淄淄博博集集成成房房地地产产发发展展有有限限公公司司上上

湖湖御御园园 齐齐鲁鲁晚晚报报《《今今日日淄淄博博》》 鲁鲁中中
晨晨报报

□□22、、投投稿稿要要求求：：

以以““淄淄川川理理想想家家园园””为为主主题题，，可可以以写写
实实，，可可以以畅畅想想，，要要能能够够写写出出理理想想中中的的家家
园园形形象象。。

22 .. 11参参加加此此次次征征文文比比赛赛者者须须为为在在校校
小小学学生生、、初初中中生生。。

22 .. 22自自拟拟题题目目，，文文体体不不限限，，文文章章要要
求求表表达达清清楚楚，，语语句句通通顺顺，，内内容容具具体体，，想想
象象合合理理，，有有真真情情实实感感，，字字数数在在880000字字以以
内内。。

22 .. 33所所有有参参赛赛作作品品不不得得抄抄袭袭、、不不得得家家
长长代代写写，，任任何何抄抄袭袭或或代代写写作作品品一一经经查查
实实，，取取消消所所有有获获奖奖资资格格。。

□□33、、版版权权所所有有：：
所所有有参参赛赛作作品品版版权权归归淄淄博博集集成成房房

地地产产发发展展有有限限公公司司所所有有。。

□□44、、投投送送方方式式：：
44 .. 11发发送送电电子子邮邮件件到到：：sshhaanngghhuuyyuuyyuuaann

@@jjiibbsseenn..ccoomm..ccnn
44 .. 22邮邮寄寄地地址址：：淄淄博博市市淄淄川川区区通通济济街街

118888号号上上湖湖御御园园市市场场部部 收收 ((来来稿稿注注
明明征征文文参参赛赛))

44 .. 33直直接接送送至至前前台台：：淄淄博博市市淄淄川川区区通通
济济街街118888号号上上湖湖御御园园营营销销中中心心

□□55、、评评选选奖奖励励：：
55 .. 11一一二二三三等等奖奖作作品品将将刊刊登登在在齐齐

鲁鲁晚晚报报 ..鲁鲁中中晨晨报报及及举举办办方方官官方方网网
站站、、官官方方微微博博上上，，举举办办方方还还会会将将参参赛赛
作作品品以以其其他他公公开开的的方方式式展展示示。。

55 .. 22奖奖项项设设置置：：一一等等奖奖880000元元，，二二等等奖奖
550000元元，，三三等等奖奖330000元元，，优优秀秀奖奖220000元元，，以以
上上奖奖项项均均为为现现金金奖奖励励。。

55 .. 33获获奖奖作作品品均均颁颁发发证证书书。。
55 .. 44评评选选规规则则由由举举办办方方确确定定。。

上湖御园“我的家园，我的梦”理想家园征文启事
拿起手中的笔和我们一起在淄博淄川构建理想家园

电电话话：：00553333--55777788888888

进入盛夏以来，连
续的高温闷热天气让市
民直呼“受不了”，纷纷
采取各种措施防暑降
温。由于没有公共纳凉
点，一些市民选择到商
场、书店等配有空调、气
温凉爽的场所“蹭凉”。
对此，不少市民盼望，城
市能否尽快开放人防工
程等场所，供市民夏季
纳凉；商场等场所也应
为市民纳凉提供方便。

商场、书店成“蹭凉族”聚集区

多数商家表示理解
记者采访了解到，夏日，商

场、书店以及公园成了市民主要
的纳凉点。在张店中心路的新华
书店里，记者看到，很多市民在
阅读区内看书，有的坐在书架边
上，有的则直接坐到了地上，而
有些市民则是纯粹纳凉，坐在一
起低声聊天。

书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
书店内比较凉快，每年夏天都会有
不少市民去书店“蹭凉”，书店对待
这部分市民并不驱赶。“这些蹭凉
的人中有的是来看书的，有的确实

只是来蹭凉的。既然来了，我们也
不能把他们轰走啊，就当给市民提
供点便利了。”

由于白天气温较高，到了晚
上，公园里才会聚集起前来乘凉的
市民，所以商场、书店则成了白天
市民最主要的“蹭凉点”。

在张店柳泉路一商场内，记者
看到，来此“蹭凉”的市民多数是老
年人，并且很多都带着小孩，有的
甚至是一家三代一起“蹭凉”。“在
家虽然有空调，但是就我和孙子两
个人在家，没有个人聊天，出去吧

又太热，就想找个纳凉的地方，既
凉快还能热闹，孩子也不至于太无
聊。”家住紫荆园的宋女士告诉记
者。

据商场工作人员介绍，他们
很容易分辨哪些人是购物者，哪
些人是去“蹭凉”，但是他们对此
表示理解。“既然来了我们商场，
不管买不买商品，我们都是欢迎
的。外面天热，进来凉快凉快我
们能理解，特别是一些民工，他
们很辛苦，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方
便也不错。”

今年人防工程开放正在研究方案

市民盼城市纳凉点更多

采访中一些市民表示，总是去
商场纳凉，非常不方便，而且也觉得
别扭，“有时候我们邻居们想一起找
个凉快的地方打打扑克、说说话，但
是却找不到这么个地方。去商场肯
定不合适，要是有个地方专门提供
给市民集中纳凉、休闲娱乐就好
了。”市民孙先生说。

不少市民盼望能开放一些人
防工程，让市民进去乘凉。“去年
还开放了一些纳凉点，今年到现
在也没动静，什么时候开放啊。”
家住王辛小区的张先生说。另外
还有市民建议一些商场等公共场
所可以开辟出专门的地点供市民
纳凉。

9日，记者从市人民防空办公
室获悉，今年市人防部门仍计划
开放一批人防工程供市民纳凉，
现正在研究方案，不久就会公布
开放地点。

“今年还会开放，可能还要过

一阵子，到时候我们会发布通知
的。”人防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对此，不少市民建议，一些有
能力、有条件的商场、企业、门头
房、酒店等在不影响正常营业和

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开放让市民进
去纳凉，特别是要为环卫工人、农
民工等在高温下工作的人群提供
一些方便，允许他们进去歇歇脚，
喝杯水，上个厕所等。

去年开放13处

人防工程供纳凉

针对夏季持续的高温
天气，去年7月2 7日，淄博
人防部门陆续开放柳泉路
人防商城、张店瑞景苑社
区人防工程等1 3处，每天
8：3 0至2 1：3 0为市民提供
纳凉避暑场所，免费为群
众提供纳凉休闲服务。

人防工程统一悬挂了
“人防工程纳凉点”标识
牌，内部统一配备了纳凉
座 椅 、饮 水 点 、桌 椅 、电
视、乒乓球台、棋牌、报刊
和应急消暑药品等，供居
民免费使用。

同时，人防部门还在
纳凉点摆放了关于人防民
防应急知识宣传展板，使
广大群众在纳凉的同时了
解了防空防灾知识，提升
了防灾自救互救能力。

这13处纳凉点分别为：
淄川区1处：张博路路口全
友家私；博山区2处：博山人
民公园、怡龙海鲜超市；周
村区1处：凤凰山；临淄区1

处：办公楼楼下；桓台县4

处：一中、少海花园、宝龙社
区、北苑社区；沂源县2处 :

沂源商务大厦、高丰粮油；
淄博中心城区2处：人防商
城、瑞景苑。

本报记者 李超

▲在桓台县一商场内，坐满了前来“蹭凉”的市民。 本报记者 李超 摄

格相关链接

▲市民在张店华光路一商场内乘凉。 本报记者 王鑫 摄

与人方便

就是与己方便

高温天气下，有人可
以在室内享受空调的凉
爽，但是也有人却因为工
作等原因，必须要在室外
活动，接受高温的炙烤。
比如环卫工人，在烈日下
辛 勤 工 作 ，守 护 城 市 的

“脸面”，却往往连个歇脚
的地方，连个喝杯水的地
方都没有。

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
便，除了开放人防工程，希
望一些商场等单位可以加
入到提供纳凉的队伍中来，
为市民免费提供一杯水，提
供一个座位来乘凉休息，为
市民提供方便，也为自己赢
得喝彩。同时，希望政府部
门可以从实际考虑，增加一
些必要的纳凉点供市民纳
凉，特别是为环卫工人等特
殊要求的工作群体提供一
些纳凉歇脚的地方。

本报记者 李超

格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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