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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钢筋筋晒晒得得发发烫烫 汗汗水水铁铁锈锈交交织织
记者高温体验钢筋工，十分钟全身湿透

济阳将打造
“家政之都”

阳光大姐全国家政服务

示范基地预计明年建成

本报记者 张健 通讯员 李世忠

近日，记者在山东阳光大
姐全国家政服务标准化示范基
地看到，各种挖掘机、打桩机等
紧张施工。据了解，该项目是以
阳光大姐承担全国家政服务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为
依托，将阳光大姐家政技能培
训、安置就业、养老、育婴、健康
管理服务的标准进行物化，建
立培训基地和养老、育婴实体
并形成示范，逐步向全国推广。

项目占地面积 2 5 7 0 2 . 2平
米，建筑面积44834 . 4平米，其中
地上总建筑面积35834 . 4平米，
地下总面积9000平米。地上容积
率1 . 39，绿化率42 . 6%，项目预计
总投资2 . 5亿元。建成后，将以培
训、安置济阳当地富余劳动力
为基础，逐步面向全国开展家
政服务培训、实习 ,培养家政服
务管理人才和家政服务人员。

打造养老、育婴中心等家
政服务实体产业，以此落实标
准化并形成示范，使之兼具家
政服务人员实训和家政服务产
业发展的功能，打造产业链；不
断提升管理、扩大规模，与济阳
县共同致力于打造“中国家政
之都”。

建成后将形成全省乃至全
国 重 要 的 现 代 化 家 政 服 务 集
团。探索出家政企业实现集团
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模
式，成为具备一流实力的全国
重要现代化家政服务集团，提
升山东省在全国家政服务业中
引领和示范作用。

阳光大姐将在教育培训、
标准化研发、信息管理、产业孵
化与推进等方面形成领先全国
的核心竞争力，站在行业的高
端发挥带动示范作用，为家政
服务业培养输送大批职业化专
业人才和创新人才。

有效解决大批城镇失业人
员及农村富余劳动力、大中专
毕业生技能提升和就业问题，
促进城镇化建设、增进社会和
谐稳定。培养的经营管理者将
提升家政行业整体水平。从今
年开始，与济阳县对接开展“十
万农村育龄妇女培训工程”，计
划用三年的时间完成十万农村
妇女技能培训，把济阳打造成

“家政之都”。
与此同时，通过政府的政

策扶持和媒体的大力宣传，逐
步引导大中专毕业生走入家政
行业。形成集聚化的发展格局
与发展态势，围绕研发、培训、
标准化、信息化、管理等软实力
形成家政服务产业集聚区，家
政 服 务 上 下 游 产 业 链 相 互 带
动、紧密联系。

在济阳家政服务集聚示范
区周边形成与之配套的家庭用
品加工、餐饮住宿、交通物流等
产业聚集，带动更大区域内综
合效益提升，形成集聚格局、发
挥集聚效应，产生良好的经济
与社会效益。

在安置就业、提高劳动者
素质、拉动内需、增加税收、调
整产业结构、提升居民生活品
质、增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
将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该项目正进行桩基施
工，本月底桩基可全部完工，年
内主体建设基本完成，养老、育
婴标准化示范实体预计2016年6

月完工，培训、办公综合楼预计
2016年12月完工。

本报记者 张健

完全暴露在烈日下

记者来到位于济阳县龙
海路祥生中央华府项目的建
筑工地，虽然天气十分闷热，
工地的工人们都在有条不紊
地忙活着自己手中的活。室外
的钢筋工，都已经汗流浃背。
十分钟左右，记者已经全身湿
透了。

整个工地完全暴露在太阳
下，工人们手中拿着铁钩与铁
丝，将粗细不同的钢筋绑到一
起。工人们晒得肤色黝黑，衣服
上的铁锈与汗水交织。

项目部的朱经理说：“钢筋
的施工在整个工程中属于比较
重要的，钢筋工也是最脏最累
的活，相对于水电工、粉刷工等
来说，钢筋工只能整个地暴露
在室外，热了就喝点绿豆汤降
一下温。”

24岁的钢筋工何雨林说：
“我从21岁就从事钢筋工，常年
在工地上，夏季炎热是常有的
事，自己平时多注意，时间一长
也就习惯了，跟工友们一起，也
不觉得怎么累，能补贴家用就
好。”

何雨林说：“虽然温度高，
但是我们一般都穿着长衣长
褂，实在热的时候就把长褂子
脱落，但是长裤一定要穿，不然
就有晒伤的情况，划伤就更不
要说了，裤子都是磨破的或者
是划破的。”

碰伤划伤是常有的事

穿过一片钢筋编织的路面
后，就到达了工人们干活的核
心区域，在这里工人师傅们有
的在绑钢筋，有的在加固已经
绑好的钢筋网。由于脚下全都
是钢筋与铁丝，钢筋工碰伤、划
伤都已经习惯了。

何雨林说：“经过几年的历
练，觉得钢筋工最难的还是穿
钢筋。”说话间，有两个工人从
不远处抬着三根较粗的钢筋朝
这边走来，在相关技术人员的
指导下，将不同粗细的钢筋穿
到横梁的底部。

工人们将手伸到钢筋梁的
底部，两个人一起用力，将底部
的钢筋移动到特定位置，再将

钢筋绑到原有的框架上，其中
个子比较矮的钢筋工顾不上铁
丝头，几乎趴在了钢筋笼上绑
下面的钢筋。

何雨林说：“钢筋工干的就
是又脏又累的活，还有一定的
技术含量，怎样巧妙地避开各
种危险，用最快的速度将手底
下的钢筋编好非常重要。当然
穿梁筋属于比较累的活，还是
与技术有关系，熟能生巧。”

“最初刚学钢筋工时，跟老
乡一起进入工地，由于力气小，
干活毛手毛脚的，经常出现划
伤的状况，还有一次没注意脚
下，被竖着的钢筋头划伤，非常
危险。”何雨林说。

尽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

夏季除了阴雨天就是大晴
天，与其他工种不同，钢筋工只
能在晴天时干活，据项目部的
朱经理介绍，由于钢筋工受天
气的影响较大，工地按照天气
的变化不定时地调整工作时
间，但钢筋工依然很辛苦。

立秋以后，早晚天气相对
不是很热，钢筋工们每天早晨
6:00左右就赶到工地干活，在
10:30左右就可以提前去休息
了，下午可以晚一点上工，有效
地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

朱经理说：“祥生中央华府
项目部也在酷暑时期给工人们
发放了毛巾、藿香正气水等生
活用品和防暑药品，食堂统一
提供绿豆汤，确保工人们在夏
季高温天气不中暑，提高工作
效率。”

本报记者 杨擎
通讯员 吴莎莎

受伤支书轮椅上

带领村民搞环卫

在好庙村城乡环卫一体化
综合整治的现场，记者看到一位
坐在轮椅上的中年男子，顶着烈
日在村庄的各个道路上转悠，不
时地指挥着环卫工人清扫路边
垃圾。记者询问后才知道，他就
是好庙村的村支部书记艾金平。

在好庙村，一提到艾金平，
村民们都赞口不绝。据了解，艾
金平是去年换届时刚刚入选的
村书记，从上任那天起，他就深
知自己肩上担着的重任，他踏
实肯干，为村里修了路、疏通了
沟渠、安装了路灯……逐渐改
善了村民的居住环境。

今年7月份的一天，艾金平
在回村途中发生了车祸，导致
左脚骨折，医生建议卧床休息
半年。当时，村里城乡环卫一体
化正有序推进，躺在医院病床
上的艾金平心里牵挂村里卫生
的打扫情况。

“艾书记每天都要打十多

次电话询问垃圾清理情况。”一
位环卫工人说。

随着城乡环卫一体化的普
遍开展，草堆、粪堆、垃圾堆等

“三大堆”问题日益凸现。眼看
省里的检查日期一天天临近，
村里的进度依然缓慢，病床上
的艾金平心急如焚，他好说歹
说让陪护他的妻子托亲友租了
一辆车，趁值班医生护士不备
的时候，将他抬上等候在医院
门口的汽车。

艾金平回家后，坐在轮椅
上召集村两委成员听取环卫工
作汇报，制定了各项整改措施。
购买了铁锹、扫把等工具，增加
了十余名环卫工，并号召全村
村民积极参与进来，一时间全
村掀起了全民参与环卫整治的
高潮。

艾金平亲自上阵，在轮椅
上指挥大家“作战”。虽然温度高
达37摄氏度，大家工作的热情却
一点未减。为了更好更快地出效
果，艾金平决定先暂时吃住在家
里，保证早晚都能盯上。

包村单位不偷懒

20多人齐上阵

在好庙村，除了艾金平的
事迹感动村民外，还有20余名
济阳县交通局的工作人员，用
辛勤打动了村民，用汗水浇筑
了乡情。

劳动中，工作人员分工明
确，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遇到
房前屋后砖块瓦块较多的地
方，没法使用工具，就干脆弯下
腰来用手搬，手上磨出了泡、被
碎玻璃划出了血，擦一擦接着
干。汗水浸湿了衣服，扫把划过
路面扬起阵阵尘沙，汗水混杂
着尘土，让洁净的衣服上挂满
了斑斑点点，但大家的劳动热
情丝毫没有降低。

一上午不长，好庙村的村

貌却焕然一新，而且将村内街
道、小巷的垃圾清理一空，在村
民中树立了良好的交通形象。

“包村单位的干部亲自动
手来帮忙清理卫生死角，村里环
境整治氛围更浓了。”艾金平说，
得知县交通局的干部前来清理卫
生，村里许多村民主动前来帮忙，
令自己十分感动。

村民们坦言：以前生活习
惯不好，一些细节不怎么注意，
随意乱堆乱放，现在看到干部
们来帮忙清理卫生，意识到必
须得改变不好的卫生习惯，借
这次集中清理的好机会，不仅
以后要保持，还要主动为村里
做点好事。

村村支支书书偷偷跑跑出出院院指指挥挥““作作战战””
孙耿镇好庙村环卫一体化全民参与

烈日下晒得发烫的钢
筋，头戴安全帽浑身被汗
水湿透的钢筋工……工地
上的钢筋工们，顶着高温
酷暑，汗流浃背编制着钢
筋铁梁。近日，记者走上工
地，切身感受了一下钢筋
工的辛苦。

何雨林正在绑梁筋。 本报记者 张健 摄

近日，记者来到孙耿镇好庙村，整洁的村容让人眼前一
亮。据了解，孙耿镇在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中，充分发挥
党员的先进带头作用，带领村民奋斗在环卫一体化综合整治
的一线。

交通局干部正在好庙村打扫卫生。 本报通讯员 吴莎莎 摄

高温“烤”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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