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对于于他他们们来来说说，，““五五一一””不不是是假假期期
民警、建筑工、保洁员……他们继续坚守岗位

4400位位企企业业带带头头人人传传递递济济阳阳正正能能量量
包括20名“劳动模范”及20名“五一劳动奖章”

本报4月29日讯（记者 杨
擎）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大
力宣传新时期济阳职工勤劳智
慧、奉献的时代风尚，为改革发
展凝聚向善向上的正能量，济阳
县开展了五一劳动模范评选活
动。经选，20位“关爱员工优秀企
业家”和20位“爱企奉献优秀员
工”名单已新鲜出炉。

据了解，本次评选活动分为
“十佳关爱员工优秀企业家”、

“十佳爱企奉献优秀员工”、“关
爱员工优秀企业家”、“爱企奉献
优秀员工”四项，每项10人。其
中，20名“十佳”获今年“劳动模
范”称号，20名“优秀”获评今年

“五一劳动奖章”。
“本次劳动模范评选条件

要求，申报者须具有崇高的理
想信念，爱岗敬业，品德优良，
工作勤奋，为济阳县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济阳县总

工会相关负责人说，名单均在
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和代表性
的企业家和职工中推荐评选产
生。

同时，本次推荐工作充分发
扬民主，认真听取推荐人选所在
单位职工的意见，并在一定范围
内进行公示。

据了解，本次评选，把农民
工的推荐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确
保把优秀农民工推荐出来，把各

条战线上成绩最突出、贡献最
大、品德最高尚的优秀企业家和
职工推荐出来。

经过评选，共40位劳动带头
人的名单已新鲜出炉。爱企奉献
的优秀员工涵盖了车间班长、银
行柜员、车间主任、销售助理等
基层劳动者。关爱员工优秀企业
家则涵盖了物流业、通讯业、机
械加工、银行、房地产等不同行
业的企业家。

“获评劳动模范令我感到
十分骄傲。”今年十佳爱企奉献
优秀员工史家华说，在今后的
工作中，将继续尽职尽责，在岗
位上为企业奉献出自己的绵薄
之力。

“希望通过本次评选，能够
带动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营
造向善向上的氛围，传递济阳县
的正能量。”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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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俊三：淘粪工一干就是12年噪

本报记者 杨擎

五一劳动节即将来临，但
对于厕所清挖工张俊三来说，

“劳动节”这个名词早已淡化。
“这个岗位没有节假日，也从未
体验过‘劳动节’。”张俊三朴实
地说，他不能休假，不能撇下市
民的卫生不管。

27日下午，记者在新华苑
院内公厕见到了张俊三，他正
在对该厕所进行清理。“从早上
5:30就出门了，主要打扫未满
厕所的卫生和将满厕所的清
挖。”张俊三说。

“我今年59岁，2003年就开
始从事厕所清挖工作，至今已
12年之久。”张俊三说，刚从事
该行业时，身上的恶臭使得家
人十分嫌弃，连吃饭也觉得被
恶臭“缠身”，虽然很饿，但就是
吃不下。

据了解，济阳县公共旱厕共
106处，张俊三负责其中的33处。
这些旱厕无化粪池，粪坑将满
时，只能靠人工进行清挖。“清挖
一处旱厕用时1小时左右。”张俊
三说，通常挖满一车用时3小时

左右，加上路程用时和卸车用
时，大概需要5个小时。

“这33处公厕使得我每天
的工作都很充实。”张俊三说，
他在每个公厕内都留下了自己
的联系方式，市民电话一响，立
马到位清挖。据悉，厕所清挖工
作没有节假日，即使过年，也必
须保证市民的入厕卫生。“今年
以来，我未休过一天假。”张俊
三说，除下大雨无法出车外，只
要路况允许，就必须出车。

去年11月，张俊三因阑尾
炎做了阑尾切割手术，不得不
请假。“从动手术直到拆线，一
共7天。拆完线第二天我就回到
了工作岗位。”张俊三说，得病
或有事请假，要么就提前将第
二天的工作做完，要么得跟其
他两位清挖工沟通帮忙。

提起五一劳动节，张俊三
笑笑说：“我就不休息了，好好
工作，为市民多做贡献。”同时，
他表示：“部分市民喜欢把生活
垃圾扔进粪坑，这使得工作开
展十分不便，希望得到市民的
体谅，共同营造良好的生活环
境。

陈富贵：生命系在保险绳上噪

本报记者 张健

随着济阳经济的不断发
展，济阳不少小区的高层楼房
拔地而起，在高层楼房华丽的
外表下，离不开无数外墙工人
的辛勤劳作，陈富贵就是这诸
多外墙工人中的一名。

陈富贵是菏泽市人，从事
外墙工作已经有3年时间，最初
从事外墙工作就是为了能多挣
些钱补贴家用，用他自己的话
来说，外墙工人挣的就是“风险
钱”，每天都要把自己的生命系
在一条保险绳上9—10个小时。

27日上午，记者来到了澄
波湖壹号小区的建筑工地，在
建的高层都在25层以上，走到
一栋已经封顶的高层前，陈富
贵正好从六七十米高的高空乘
吊篮往下走，由于有风，吊篮在
高空中晃动得十分厉害，让人
很担心。

随着吊篮缓缓降到了一
楼，所有人的心也都落了地，吊
篮有两平方米左右，底部要放
置各种外墙施工的工具，供工
人操作的区域只有几十厘米，
现在这栋楼正在进行外墙防火
层的加装。

“我们都已经习惯了，上边
风还大。”陈富贵说，他今年39
岁，为了让家里的老婆孩子日
子更宽裕些，从三年前他就成
为了一名外墙工人，抛家舍业
全国各地到处跑，每年只回家
两次，一次是麦收，一次是过
年。

陈富贵说：“刚开始从事这
个行业时，自己也害怕，高空作
业时腰里就系着一根安全绳，
不敢往下看。”经过几年的摸
索，现在已经不再害怕了，但是
家人也是非常担心，每日都要
打电话报平安。

除了比较危险以外，就是
施工难度相对较大，陈富贵说：

“干外墙的工人除了风险大，其
次就是活不好干。”工作最难的
地方除了风险就是楼房凸凹部
分，由于楼房建筑有很多飘窗
是突出墙外的，只能自己找角
度，有时需要将身体探出吊篮
才能够得着。

每个工地都有外墙工人，
两根钢丝绳，一个吊篮，他们顶
着烈日，用辛勤的双手为高楼
大厦穿上了华丽的外衣，陈富
贵说：“看着华丽的高楼，他和
工友们也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但对于厕所清挖工、治安执勤民警、建筑工
人、物业服务人员等不少劳动者而言，并不意味着休息和出游。他们依
然坚守在岗位上，默默为市民生活和这座城市做着贡献，他们用实际行
动诠释着劳动之美。

噪代俊芹：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

本报记者 杨擎

今年48岁的代俊芹，2009
年加入雅居园物业公司，从事
秩序维护部部长，现任中医院
保洁项目经理。今年的五一劳
动节她仍不打算休息，为中医
院的病人们维护卫生环境。

“代俊芹同志不管被安排
在什么工作岗位，都能脚踏实
地，认认真真去做。”雅居园物
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任秩序
维护部部长期间，她不分白天
昼夜心系小区业主安全，有时
到深夜她都再跑回小区巡查一
下才放心。

有一次，半夜2点左右，37
号楼一间车库突然起火。值班
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到代俊芹，
她立刻来到起火现场协助消防
人员灭火。“赶来现场的时候，
并未觉得害怕，但由于时间较
晚，路灯都关了，救完火才知道
害怕，不敢回家。”代俊芹说，自
己家住老汽车站附近，当晚只
得鼓足勇气，壮着胆子回到家。

“节假日”对于代俊芹来说
早已成了奢望，就连过年都要

亲自到小区转一圈。“去年大年
三十晚八九点钟，我吃过晚饭
不放心，就到小区转转。”代俊
芹说，正赶上二区某业主由于
燃放鞭炮引发火灾。

为保证小区业主安全，代
俊芹从事秩序维护部部长期
间，24小时开机，从未发生过联
系不到的情况。同时，她还有一
颗尊老敬老的爱心，时常对小
区的老人嘘寒问暖，帮助老人
买米买面、打扫卫生。老人们对
代俊芹也十分有感情，无论多
私密的话都向她倾诉，把她当
做自己的女儿。

自从接任中医院保洁项目
经理以来，代俊芹便每天穿梭
于每个病房楼之间。“保洁员
的年龄普遍偏大，部分有点残
疾且人员流动性大。”代俊芹
说，自己在卫生部属于“年轻
人”，赶上缺岗的时候，她就亲
自上岗。

提起家庭，代俊芹说：“心
每天都放在医院的卫生维护
上，家里的卫生的确经常忽略。
有时爱人问自己怎么没休息，
我才意识到真的忘记了。”

噪于海涛：13年来有危险冲在前

本报记者 梁越

谈及维持一方的社会安
定，人们往往想到公安局民警。
而济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四中
队的中队长于海涛，自工作以
来一直战斗在治安管理基层一
线，为人民群众创造了良好的
社会环境。

近日，记者来到济阳县公
安局治安警察大队四中队，见
到刚出警归队的于海涛。“我的
工作没有什么规律可言，本来
常规工作就比较繁重，突发性
的任务更是不能预测，事情来
了就要走，哪里有急事就要到
哪里去。”于海涛说。

35岁的于海涛介绍，自己
2002年进入警队后就在基层派
出所工作，2011年来到治安大
队，13年来一直战斗在治安前
线。“来到治安大队后，因为工
作范围涉及到全县，所经历的
事情比较多，很多事情都在意
料之外，受伤也是家常便饭。”

“像之前有个患有间歇性
精神病的男子突然发病，将家
人打伤，试图将家里点燃。”于
海涛介绍说，消防官兵到达现
场，该男子手拿凶器将灭火的

消防队员打伤，随后一手拿镰
刀一手又拖着煤气罐跑到院子
中间，吵嚷着谁敢靠近就与谁
同归于尽。

待民警观察地形后，于海
涛安排几名民警悄悄翻墙进入
该男子后院准备，于海涛则拿
着盾牌从正门将院门踹开，迅
速靠近精神病男子冒险夺下了
镰刀，在后院准备的民警则趁
机将男子围住制服。“将精神病
人送往医院后，我才发现胳膊
被男子所拿的镰刀割伤了，像
这种小伤在处理突发性案件时
经常发生。”于海涛说。

此外，输油管线的安保也
是治安大队的任务。由于管线
都分布在田间旷野，这就要求
民警只能工作在那里，并且还
要在晚上工作，因此和家人是
聚少离多，在于海涛的带领下，
创造了全省输油气管线1757天
零打孔的最好安保纪录。

2011年以来，于海涛带领
治安四中队先后做好人好事
150余件次，救助群众80余人，
收到32面（封）锦旗、表扬信。

“面对如此多的表扬，我们并没
有骄傲，只希望在我们的帮助
下，社会更加安宁。”于海涛说。

张俊三正在清理旱厕的卫生。
本报记者 杨擎 摄

中医院保洁员们休息的小屋内
设施简陋。 本报记者 杨擎 摄

建筑工地外墙工陈富贵。
本报记者 张健 摄

于海涛（中）正在安排队员处理
突发事件。 于海涛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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