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8 2014年5月5日 星期一

编辑：邱志强 美编：晓莉 组版：庆芳

今日济南

都会

20名城市美容师昨日免费体检，不少人查出一堆病

环环卫卫工工盼盼免免费费查查体体成成常常态态
扫完马路垃圾

才来医院体检

见习记者 魏新丽
记者 蒋龙龙

冯玉贞是机扫大队一大队的
一名环卫工，负责滨河路的保洁
工作。最近正是创卫时期，加上

“五一”假期，她的工作非常繁忙。
4日上午，她要去山东大学第

二医院接受体检。当天她并没有
申请休息，而是在滨河路干完活，
才匆匆赶过来。记者看到冯玉贞
到了医院，还戴着干活时的口罩，
直到抽血的时候才摘下来。她说
最近正在集中力量清理垃圾死
角，工作环境很脏，而杨树也在飘
絮，吸到喉咙里不舒服，所以她才
戴口罩。

冯玉贞告诉记者，今天早
上起床后到路段上开始捡拾垃
圾和普扫，一直忙到七点半。活
儿干得差不多了，她就先让其
他路段的同事帮忙盯着，自己
骑着电动车花半个小时赶了过
来，今天查体的时间也是“挤出
来”的。

此次体检是全身体检，包括
验血、B超、胸片等。“这次能抽血
验血，真好，血压血糖都能检查
了。”环卫工杨正华看着体检单上
的项目，跟同事兴奋地说。

据记者了解，平时环卫工们
体检的机会并不多。“上次查体，
忘了是什么时候了。”一名环卫工
说。“去年有一次体检，当时只抽
了血，没有做B超和胸片啥的。”
环卫工刘玉广说。而环卫工王崇
娥去年只检查过一次妇科病，而
像肝功和血常规等检查都没做
过。

20名环卫工

游动物园

本报5月4日讯 (见习记者
王杰) “五一”劳动节期间，为了
城市的清洁，济南的环卫工人都
工作在一线岗位，为了向环卫工
致敬，本报4日联合山东黄金出租
车公司的星级车队，载20名环卫
工人到动物园免费游玩。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质，五一
假期，环卫工仍工作在一线岗位，
3日的大风更是累坏了环卫工。在
4日的游动物园活动中，20名环卫
工在导游的细心讲解下，参观了
火烈鸟、河马等珍禽异兽，并放松
了心情。

来自山东济宁的环卫工周师
傅在济南市机扫大队第二分队担
任环卫工已经15年。据他介绍，自
己虽然在济南居住了10多年，但
他本人却从未游览过动物园。“每
天都一大早起，一直干到晚上，又
没节假日，根本没时间逛公园。”
这次来动物园，他第一次亲眼看
到了老虎、熊猫，“以前在济宁没
机会看到，这次终于见识到了。”
周师傅说。

为了城市的清洁，济南市大
部分环卫工都是凌晨4点半起床
工作，一直忙到夜晚。在“创卫”期
间，环卫工的工作更是繁重。“三
百米的路面上，若发现垃圾，环卫
工必须在五分钟内前来清理。”济
南市机扫大队第二中队相关负责
人说。

“环卫工平常都很辛苦，载着
他们游动物园是我们应该做的。”
山东黄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星级
车队的队长张钦东说道。据他介
绍，星级车队目前共有50辆出租
车，自2005年成立以来，一直热衷
于公益慈善事业，每年该车队都
会组织免费接送高考考生、带环
卫工游泉城等活动。

济济南南5500岁岁以以上上环环卫卫工工占占66成成
今年新聘环卫工要求50岁以下

见习记者 魏新丽
记者 蒋龙龙

在4日上午的体检中，20
名环卫工里50岁以上的为14
人，占到了7成。据记者了解，
整个济南市环卫工群体中，
50岁以上的占到了6成左右。
环卫部门正通过提高工资等
手段逐步解决这一难题。

据记者了解，济南市的环
卫工存在较为严重的老龄化
问题。就整个济南市来说，50
至60岁年龄段的环卫工非常
普遍，占6成左右。40至50岁
的，占到3成。40岁以下的，仅

有 1成左右。6 0岁以上的也
有，但是比例很少了。男性比
女性略多，比例为6：4左右。

据了解，环卫工的工资水
平普遍较低，像机扫大队的环
卫工，月工资在1500元左右。
另外，环卫工作劳动强度大，
工作环境较为危险，工作也不
够体面，也很难吸引年轻人。
机扫大队业务科科长苏立水
介绍，在环卫工招聘过程中，
应聘人员年龄大的占大多数，
大部分的学历也较低。

针对老龄化问题，环卫
部门也在着手解决。据苏立
水介绍，环卫工的管理也正

逐步正规化，现在所有环卫
工必须缴纳五险。60岁以后，
环卫工的五险就不能缴纳，
也 就 杜 绝 了 超 龄 工 作 的 情
况。

据了解，环卫工招聘选择
的余地比之前大了，范围也更
广了。“今年招聘的年龄条件
限制为男性50岁以下，女性
40岁以下。今年3月份开始招
聘，换了一大批较年轻的环卫
工，队里的年龄层次得到一定
程度的优化。”苏立水说。

机扫大队争取两年内解
决老龄化问题。“以后争取按
照15年的规格为环卫工缴纳

保险。这就要求招聘来的环
卫工，男性在45岁以下，女性
在40岁以下，这个年龄规定
将在明后年推行。”苏立水
说。

苏立水认为优化环卫工
年龄层次，最根本的还是提
高待遇。机扫大队已经在试
行绩效工资制。通过工作量
考核，实行浮动工资制度。

“目前部分业务优秀的环卫
工，可以拿到1900-2000元工
资。”苏立水介绍，机扫大队
希望通过这种尝试，增强职
业的吸引力，吸引更多年轻
人。

本报5月4日讯(记者 蒋
龙龙 见习记者 魏新丽
实习生 丁少英 史心楠)

为了向环卫工致敬，本报在4
日联合山大二院免费为20名
来自济南市机扫大队的环卫
工体检，发现不少环卫工存在
腰腿疼痛的情况。记者了解，
四分之一的济南环卫人员患
有不同程度的腰腿疼痛等病
症。

由于济南市正处于创建
国家卫生城市的冲刺时期，环
卫工工作尤其繁忙。绝大部分
环卫工“五一”假期期间也没
有休息，工作强度很大。可是
不少环卫工对于自身健康往
往关注不够，部分环卫工也不
能享受免费体检。本报为了给
环卫工圆梦，联合山东大学第
二医院为济南市机扫大队的
20名环卫工进行免费体检。

4日上午刚过8点，机扫大
队的20名环卫工就来到了山
大第二医院健康管理中心门
前。经过登记，20名环卫工开
始体检。当天的检查项目共分
为6大项，近20小项，包括腹部
彩超检查、心电图检查、胸片
正位、甲状腺彩超等项目。

当天上午，由于检查身体
的市民较多，环卫工查体到上
午11点才结束。据山东大学第
二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副主

任赵延英介绍，当天的体检项
目市场价为每位510元，“而且
针对环卫工特殊的工作对体
检项目进行了优化组合。”

当天的查体发现，由于环
卫工作人员常年在户外劳作，
几名环卫工身患腰腿疼痛、腰
间盘突出、肩周炎、骨质疏松等
病症。据机扫大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整个济南市约有四分之一的
环卫人员患有不同程度的类似

疾病，“感谢齐鲁晚报和山东
大学第二医院为20名环卫工
提供了免费体检机会。”

赵延英介绍，鉴于目前的
环卫工年龄都稍微偏大，“不
少可能已经身患慢性疾病。”
随着夏季的到来，这些环卫工
要注意自身的保养，“夏季要
注意休息，多喝水，环卫部门
也要注意合理安排环卫工工
作时间。”环卫工在外工作，一

定要戴口罩，做好防尘措施。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党委

副书记孔令华告诉记者，由于
济南市正处于创建国家卫生
城市的冲刺时期，环卫工工作
尤其繁忙，“为了向环卫工致
敬，也为济南创建国家卫生城
市贡献一分力量。”山大二院
响应齐鲁晚报“向环卫工致
敬”的活动，为20名环卫工提
供了免费全身体检。

““我我已已长长发发及及腰腰，，咱咱们们结结婚婚吧吧””
病房里的婚礼：90后女孩坚持与病重男友完婚

文/见习记者 陈晓丽
记者 王若松
通讯员 周慧君

4日上午，济南军区总医
院肿瘤病房一反往日的素净，
挂上了彩色的气球，一场特别
的婚礼即将在这里举行。

新郎庄明在战友的帮助
下，脱下病号服换上了笔挺崭
新的绿军装，紧张地等待婚礼
的开始。

披上雪白婚纱的新娘王
芳尽管眼里布满血丝，但也格
外美丽动人。

面对病重的庄明，这个年
仅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王芳
坚定地告诉记者：“我们很相
爱，他一直都对我特别好，我
一定要嫁给他。”

今年刚满24岁的庄明是
在潍坊当兵的一名军人，老
家临沂。今年2月份，庄明忽
然开始发烧，最厉害时体温

甚至高达40多度，后来一查
竟然是淋巴瘤。”得知男友病
情的王芳第一时间从潍坊赶
了过来，每天守护在病床前
细心照顾。打饭、喂饭、擦身
体、讲笑话……庄明患病后，
女友王芳拼尽全力坚强地支
撑着，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
瘦了差不多30斤。

“我原来当过护士，对他
的病情多少是了解的，越是了
解心里也就越是难受。”王芳
说，因为家里上下也都瞒着，
庄明对自己的病情知道不多，
所以自己再难受，也要尽量在
他面前表现得很轻松很快乐，
逗他开心，让他能更好地接受
治疗。

面对坚持要结婚的女友，
庄明总是开玩笑地说：“待你
长发及腰，我就娶你。”为了能
趁庄明清醒时嫁给他，头发刚
刚及肩的王芳特意跑去理发
店，接长了及腰的长发，回来

告诉躺在病床上的庄明，“你
看，我已长发及腰，我们结婚
吧。”

当身穿白色婚纱的新娘
王芳在庄明战友的陪伴下缓
缓走到庄明的病床前，握住庄

明的手，轻轻俯下身子在他耳
边说：“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病房里响起祝福的掌声，家
人、战友和护士们撒下美丽的
玫瑰花瓣，祝福相爱的他们新
婚快乐。

环卫工人们等待抽血检查。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病房内，刚举办完婚礼的庄明和新娘王芳隔着呼吸面罩
亲吻对方。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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