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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民生

义工助力，温暖点又增20处

峄峄城城环环卫卫工工也也有有了了温温暖暖点点

生命的旅程中，我们会与很
多或熟悉或陌生的人打交道，也
会与很多人擦肩而过，而在这漫
漫的旅途中总会有很多或温馨或
让我们感动的事。在“我的2013”

“我的2014”征文中，读者纷纷给
本报发来邮件讲述自己在2013年
的难忘瞬间。

台儿庄的胡先生在来信中
说:单位门口有一家文具店，店主
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女性，女
店主的丈夫因脑梗去世，她带着
一双儿女生活。在这样的双重压
力之下，其丈夫生前所在单位为
了照顾他们一家老小，免费提供
两间门市房供她使用，这也便是
这个办公用品店的由来。胡先生
说:“以前买东西我都会与她讨价
还价，自从知道了她的遭遇后，我
便不再计较商品的价格，也许这
也是一种默默的帮助吧！。”

本报开展“我的2013”“我的
2014”征文活动开展以来，得到了
广大读者的热烈回应。许多读者
纷纷发来邮件，回顾自己的2013，
或者憧憬自己的 2 0 1 4 。“我的

2013”“我的2014”征文活动仍在
继续，我们将精选部分来信刊登
在本报的春节特刊上。为了能够
更好的答谢读者，我们希望读者
能够将征文与自己的生活照，或
者自己在2013年捕捉到的精彩的

照片发送给我们，我们将在春节
特刊一并刊登，快来加入我们吧！
请发送稿件或图片至qlwbjrzz@
sina.cn，或者发送信息到齐鲁晚
报枣庄站官方微博。联系电话：
18863261520

“早上3点就起床开始打扫卫
生，基本上打扫完一遍就得6点多
了，回家吃过早饭之后就赶紧回来
继续打扫，一直打扫到下午5点钟
左右才下班。”13日，一位环卫工告
诉记者。“很多开车的人都是开了
窗户把垃圾随手扔在外面，有时候
就扔在马路中间的护栏旁边，环卫
工人就趁着车辆等红灯的时候去
捡，等车辆开动的时候对环卫工来
说其实很危险！”市民韩女士说，环
卫工人太辛苦了。

记者了解到环卫工要应对的
垃圾来源很多，有人工产生的也有
自然产生的。比如落叶，在市区广
泛作为行道树栽种的梧桐树的叶
子一年到头都有落叶的情况，往往
刚打扫完没多久，地面上就又落了
很多树叶。 本报记者 袁鹏
贾晓雪

环卫工的工作：
起早贪黑很辛苦

不不讨讨价价还还价价也也是是一一种种帮帮助助
一市民来信分享他的小“秘密”

本报枣庄1月13日讯(记者
袁鹏 贾晓雪) 继山亭义工协
会、枣庄义工联盟加入“环卫工
温暖点”的活动后，峄城义工协
会的志愿者们也加入了本报活
动，将温暖点辐射到峄城区，经
过峄城义工志愿者们的努力，温
暖点又增加了20处。

“当我们走在干净宽敞的街
上时，当你随手把垃圾扔在地上
时，你是否想过这舒适优美环境
的创造者呢？这一切的创造，就
是勤劳伟大的环卫工人的辛勤
劳动的结晶。”以上这句话是峄
城义工协会发出的“温暖城市美
容师的倡议书”，倡议书一经发
出，就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积极响
应，很多市民表示非常愿意参加
这个活动。经过志愿者们的细心
策划和组织，在主要的几个街道
对爱心商家的店铺进行张贴“环

卫工温暖点”的标识贴，爱心商
家更是涉及到了各行各业。

峄城义工协会的王会长告

诉记者，为环卫工做的事情还有
很多，除了能为环卫工提供一个
喝热水和休息的地方外，还打算

协调爱心企业为环卫工人们提供
一些生活必需品，让环卫工人们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感到温暖。

市中区：
建设路非我莫属汽车服务会
所
公胜街文锦超市
红宝石龙门路店
红宝石振兴路店
梁师傅振兴中路店
梁师傅华山路店
解放路易圆通便利店
枣庄银行文化路营业部
枣庄银行光明路支行
枣庄银行解放路支行
枣庄银行华山路支行
天天好药品超市市立医院店
天天好药品超市亚细亚店
峄城区：
坛山路好时光婚礼文化传媒
区政府保卫科

宏学路美玲艺术摄影
明德街小叮当米线馆
明德街韩国维娜美容馆
中心街朱峰银楼
中心街以纯服装店
中心街国人时尚男装
中心街芒不颠奶茶店
中心街雅戈尔服装
中心街茂源茶庄
自由街王妃精品女装
自由街自由女神美发造型
承水路大光明眼镜店
承水路天柱鞋城
承水路宏达广告
承水路老同昌茶庄
承水路海大宏发售楼中心
承水路咪咪笑家居广场
承水路亚东家电

薛城区：
泰山路格林豪泰酒店
永福北路福彩投注站
燕山路吉祥馄饨
山亭区：
府前路36号山亭义工协会
府前路正大广告
鑫源北路君亭超市
香港街山东省农村信用社
香港街光明手机店
香港街金利来蛋糕店
香港街人工湖蛋糕房
香港街尚品洗化
香港街名扬理发店
香港街蓝天影楼
香港街越洋通讯
滕州市：
滕州市城市管理局善南分局

南沙河中队 (益康大道 )

滕州市城市管理局善南分局
洪绪中队 (104国道 )

芙蓉园酒店 (青啤大道 )

滕州宝敬通雪佛兰4S店 (益康
大道 )

南 沙 河 百 源 家 具 城 ( 益 康 大
道 )

南沙河土生金土特产礼品商
行 (益康大道 )

南 沙 河 鑫 享 家 具 城 ( 益 康 大
道 )

柴 记 炸 酱 面 善 南 店 ( 益 康 大
道 )

南沙河浩霖通讯(益康大道)

同德堂大药房南沙河店(益康大道)

龙泉路派出所
洪绪派出所

部分新设的温暖点:

来信选登

让让座座小小事事

让让我我感感动动

2013年12月29日，有四位老年朋
友结伴从上海坐火车回到枣庄，在
高铁站下车准备乘坐BRT的T1回老
城，正值周末，好不容易挤上车，车上
座无虚席，过道也站满乘客，四位老
人挤在车门口连下脚空都没有，更别
说说座位了。这时，紧靠车门的座椅
上两位年轻姑娘起身让座，四个老伙
计相互推让，最后还是让二位过70的
老同志坐下，落座的老宋说：“姑娘，

让二位受累了。”姑娘说：“不累，年轻
人让座是应该的。”车一路往前，到了
南石站挤上来一位抱孩子的年轻妈
妈，看到这情景，已经71岁的老宋让
座给这位抱孩子的妇女，这位妈妈连
声说：“谢谢！”不过没坐多久，又起身
让老宋坐，并说：“尊老爱幼，光爱幼
不尊老也是不行的！”让座本是件小
事，但我很感动！

(戴忠群 退休干部)

龙泉家居文化创意园
位于龙泉路与青啤大道交
汇处，项目由英国WEIDA

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并与当地知名品牌
春兰建材(集团)进行战略合
作，共同打造的“龙泉家居
文化创意园”。

项目总投资5亿元，总
建筑面积4 . 8万平方米，以
董村花卉产业为龙头，形成
以“高端家居建材饰品、奇
石书画展览交流、红木茶艺
主题会馆、家居饰品设计
院、大学生电子商务创业
园、商务中心”等几大板块，
旨在通过改造旧市场焕发
新活力，形成服务配套，并

扶持大学生开展“微创业”。
诚邀优秀人士加盟创

业，一经录用，公司将给与
极具竞争力的福利待遇。
招聘岗位：

职业经理人、招商总
监、土建主管、总经理助理、
网销主管、策划专员各一名

备注：以上职位要求专
科以上学历，5年以上(高端
家居建材饰品、书画艺术、
文化创意、展览展示、商业
地产、电子商务、特色工艺
品 )等相关行业工作经验。
项目面向社会全面开展招
商，欢迎商家致电咨询。

联 系 电 话 ：
13863209502

滕滕州州市市龙龙泉泉家家居居文文化化创创意意园园

招招 商商 简简 章章

本报枣庄1月1 3日讯 (记
者 张冬梅 通讯员 冯班
碧 刘彬) 为迎接新年的到
来，全面排查住宅小区安全隐
患，近期，滕州市物业办开始
对全市住宅小区进行安全检
查。

此次安全检查分为初检
和复检两个阶段，检查内容主
要包括供暖设备运行情况检

查、消防设施安全检查和配电
维修安全检查，如：供暖设备
运行情况是否正常；消防主控
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喷淋、火
灾报警控制柜、烟感、温感、防
火卷帘是否能联动控制；消防
栓是否处于良好状态；防火供
水管道阀门是否开关自如；高
压电气柜、水泵是否正常；线
路开关是否完好等情况。

滕州物业办

开展住宅安全大检查

“环卫工温暖点”
持续征集中

13日，一名环卫工坐在路边休息。本报记者 袁鹏 贾晓雪 摄

为了引导社会力量对环卫工
工作环境的关注，本报面向社会征
集向环卫工人义务开放的取暖点。
全市各大小酒店、商超、临街企事
业单位均可报名。有意者请将单位
名称、地址、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发
送至shoujipaizz@163 .com，咨询电话
15863231146，或登录枣庄信息港
(http://www.zaozhuang.com.cn/
huanwei/)进行报名。我们将会制作
印有“环卫工温暖点”的标识贴放
置到您门面的醒目位置，以方便环
卫工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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