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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温温暖暖环环卫卫工工成成为为社社会会常常态态

从2013年12月20日本报即日起
发起温暖倡议请为环卫工开放爱
心温暖点开始，到2014年1月10日，
本报利用一个月的时间连续刊发
新闻报道29篇、评论3篇。由此，枣庄
很多临街单位都专门或间接地为
环卫工开设了“温暖点”，有的甚至
给他们准备了更多、更便利的温暖
服务。

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歌曲《美
丽的心灵》，环卫工这个整天风里
来雨里走的特殊工作，不知曾经吸
引了多少人赞许的目光、赞美的镜
头和赞佩的笔触与歌声。然而，由
于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收入低、
工作时间长、脏累、被歧视、没有正
式待遇、缺少固定休息场所等是环
卫工作长期以来给人的印象。因

此，当本报热心发起温暖倡议的时
候，很多环卫工仍旧不好意思“灰
头土脸”地走进温暖点，哪怕这个
地方是专门给他们准备的，这也间
接反映出长期以来，他们已经习惯
了“白眼”，习惯了“边缘化”。

但是，不论“世态”多么“炎
凉”，社会总是要向着好的方向发
展的。尤其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

都在提高环卫工待遇，改善环卫工
工作环境，例如“温暖点”行动，就
是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新举
措，并且，有的已经取得了较大进
展。但愿环卫工以后能不再是“苦
脏累险”的“名牌”，但愿他们能够
时时刻刻得到社会的关注和尊重。

让温暖环卫工行为成为社会
常态，它不仅是媒体的责任，也是

政府职能部门、环卫系统和每一个
人的责任。如果整个社会从上到下
都能认认真真地对待环卫工，让他
们从里到外感受到真诚的温暖，笔
者想，“温暖点”就会遍地开花，并
很快成为人心向上的正能量，继而
形成社会常态，到了那个时候，才
能实现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
是分工不同而已！

葛有话枣说

孙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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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识的一对新婚夫妇，双
方都是独生子女，去年1 0月刚结
的婚，尽管眼下离春节还有好多
天，夫妻俩就开始讨论起了除夕
晚 上 在 何 处 过 的 问 题 。陈 先 生
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年夜饭当然得在我爸妈家吃。”
邵女士说：“我爸妈就我一个女
儿，如果除夕不回去，两个老人
冷冷清清吃饭，你忍心啊”。陈先
生说：“我爸妈也只有我一个孩
子呀！”邵女士很生气：“那凭什
么你爸妈比我爸妈重要？”

春节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佳
节 ，阖 家 团 圆 是 千 家 万 户 的 愿
望，特别是具有团圆象征意义的
除夕年夜饭，中国的家庭更是十
分看重。但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人
们面前，独生子女们目前陆续进
入婚育期，他们组织的家庭，在
除夕夜将在谁的父母家吃团圆
饭，这不仅是独生子女夫妻所面
临的一个问题，也是今后社会和
传统文化面临的一个问题。

笔者认为，在究竟“到谁家
过年”这个问题上，夫妻双方不
应过分计较，更别为了这件事情
而伤了和气和感情，在处理这件
事情上，夫妻之间应该多一些理
解和谦让。笔者觉得也可采取这
样两种方式过年，一种是把双方
的父母接到一起过年，另一种也
可以相互轮流起来，今年到女方
家过，明年到男方家里过，相信
双方的父母也会理解的。再说，
孝顺长辈还得要靠平时，作为独
生子女夫妇，千万不要把除夕这
顿年夜饭看得太重，而影响了夫
妻之间的感情。

（徐曙光）

今年到谁家过年？

““黄黄牛牛””抢抢客客缘缘于于公公共共交交通通不不给给力力
冯燮

本报于2012年7月26日 ,报
道过《车没停稳 “黄牛”堵门
抢乘客》的新闻 ,时过半年 ,车站

“黄牛”再次卷土重来。近日 ,据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读者反
映 ,滕州市汽车西站 ,有不少“黄
牛”趁乘客即将下车之际 ,统统
围上来拉客。(《齐鲁晚报》1月8

日报道)

“黑车”没有合法手续，出
问题难维权，且违规改装、拼
车、超载等安全隐患极大，还扰
乱了正常的客运秩序，的确该
出手整治。为此，滕州市交管部
门在接到反映后 ,迅速指派交

通运输监察大队进行情况核
实，并表示会进一步采集相关
资料 ,如果定性为黑出租 ,就会
对相关当事人进行处罚。

每每发生这样的事情，我
们除了听到类似表态和行动之
外，就是有关部门苦口婆心地
规劝乘客不要乘坐“黑车”。然
而“黑车”却如此猖獗，似乎给
人的感觉是，“黑车”不怕罚，乘
客不听劝。

其实也不尽然。对“黑车”
的整治有关部门从来就没有停
歇过，但是一味地取缔，势必导
致这样的结果：虽然“黑车”没

了，乘客会从先前的报怨“黑
车”宰人，变成了报怨出行难。
由于出行的刚需，乘客只能退
而求其次，于是就给了“黑车”
以可乘之机。

据执法人员介绍 ,目前 ,面
对“黄牛”的最大问题就是取证
难 ,且“黄牛”车辆不好定性 ,无
法定性为黑出租车。再加上出
行难之局面难以有效缓解，即
使继续依法加大对黑车拉客现
象的打击力度，恐怕都难逃“禁
而不止，治而不绝”之宿命。

既然乘客有出行之需，作
为公交也好，正规的出租也罢，

整天哭喊生意难做，繁华地段
拥堵严重跑不起来，可是放着
好好的市场不主动去占领，拱
手将好端端的阵地让给了“黑
车”，这是何等的自相矛盾啊。
无论从解决出行难考虑，还是
从公共交通企业自身利益着
想，那些打车难的地方都应是
公交和正规出租主动涉足和堆
满服务之首选。如若公共交通
能够给力，比起有关部门对“黑
车”一味地打击、取缔来说，更
能让“黑车”失去赖依生存的市
场和“群众基础”，何乐而不为
呢？

为进一步推进城乡公交一
体化，让城市公交更好地服务
城乡居民，滕州市公共汽车公
司加大了环保新车的投放力
度。2014年1月1日，又再次对1

路、20路、28路等运营线路更新
增添共25辆CNG、LNG天然气
公交车，使滕州市公交车辆硬
件档次和环保水平进一步提
升。(《齐鲁晚报》1月3日报道)

新能源公交车既节能环保
又宽敞舒适，不仅可以有效解
决尾气污染问题，也能大大提
升公交服务质量，必将成为城

市新的靓丽风景线。
公交优先，加快车辆的

“升级换代”是一个方面，优化
线路也同等重要。笔者认为，
围绕打造人民满意的现代化
出行线网，一方面要根据城市
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建设速度，
合理规划、科学布局公交线
路、场站建设，并持续新增、不
断更新公交车辆，加快做到

“道路建到哪，公交通到哪”。
另一方面，要坚持问计于民、
问策于民，不断补充、调整、优
化运营线路，更好地便民利

民。
当然，公交优先更多地还

应体现在路权优先上，也就是
用法律法规来保障公交的道
路优先使用权。现实的情况
是，即便是在公交专用道上，
社会车辆抢道、强行穿插仍然
屡见不鲜，遇到高峰出行时段
的交通秩序更是杂乱无章，使
得公交车也只能在川流不息
的“飙车”中横冲直撞。公交路
权形同虚设甚至被“霸占”，十
分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少
完善的制度来保障、严厉的法

令来维护。
保障路权，正是交通“以

人为本”的最直接体现。当务
之急，公安、交管等部门要创
新作为、严格执法，象查酒驾
一样严厉查处“占道”行为，让
公交线路更加畅通起来；对广
大司机来讲，给公交让个“道”
是对自身交通文明素养的一
次检验，必须牢固树立“让道
公交，人人有责；文明交通，从
我做起”的意识，以良好的行
车素养共创城市文明交通秩
序。

公公交交优优先先不不能能止止于于车车辆辆““升升级级换换代代””
徐剑锋

马上就要过春节了。过
年时人们都要置办些鸡鸭鱼
肉，准备欢欢喜喜过新年，不
少单位也会向职工发些副食
品等，做过年的福利，这些准
备过年享用的副食品，被形
象地统称为 "年货 "。但是，笔
者觉得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

提高，特别是生活质量的改
善，在年货问题上是否也可
转变观念换脑筋，改单一准
备副食品为精神与物质相结
合，再备点"精神年货"？

笔者今年准备把给晚辈
的压岁钱改为：本埠的给每
人订一份合适的报纸，外地

的寄一套合适的书籍。这样
既能体现长辈的关怀，更寄
托了无限的希望，其意义、作
用 和 价 值 远 远 在 压 岁 钱 之
上。无论是单位还是家庭，备
一份 "精神年货 "一一诸如举
办一场娱乐晚会，组织一次
冬令营和文体活动，或在报

刊上做一次致意性的公益广
告，在电台、电视台点播几个
节目等等，内容形式可以更
丰富多彩一些，而且可以年
年翻新花样。"精神年货"的筹
备，昭示着社会文明水准的
提高、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

（吴小毛）

快快过过年年了了，，备备点点““精精神神年年货货””吧吧

葛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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