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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养伤伤期期间间，，她她闲闲不不住住照照常常干干活活
环卫工徐淑英一把扫帚握了20多年，同事都说她是大家的榜样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李静 实习生 李秋霖 )

眼下正值末伏，闷热的天气
给马路上工作的环卫工们
带来考验。在开发区金沙江
路段，受伤的环卫工徐淑英
在马路上干活，领导和同事
都劝她多回家休息，而她却
总是放心不下她负责的路
段，背着医生偷偷去路上干
活。

近日，港城最高气温达
到31℃，闷热的天气让人透
不过气来。在开发区金沙江
路段，一位扎着头巾的环卫
工沿着街道拾捡着垃圾，她
就是徐淑英，今年56岁。与
其他环卫工不同的是，徐淑
英动作缓慢，右胳膊明显抬
不起来。“徐淑英前几天胳
膊受伤，现在还在养病期
间，却坚持要来工作。”开发
区环卫处工作人员说。

“干了20多年，突然停
下来总觉得少点什么，其实
路上也有人替我，干得挺不
错的，但还是有点放心不
下。”徐淑英告诉记者，自己
从1994年开始干环卫工作，
开发区的每一条街道基本
都干过。今年7月底她在工
作中不小心摔伤，导致右胳
膊粉碎性骨折。“在医院住
了一段时间，待不住啊，就
过来看看，前几天刚把纱布
拆了。”

徐淑英告诉记者，她的
胳膊已经开始恢复，但不能

抬得太高，运动幅度过大还
是会隐隐作痛。“其实现在
还没有完全恢复，医生一直
叮嘱我一定要好好休息，千
万要小心。因为我这个胳膊
之前受过伤，医生说要是再
有什么意外，就很难接上
了，我来这都是瞒着医生
的。”徐淑英说，领导、亲戚、
同事都劝她在家多休息休
息，但她总是不放心她负责
的路段。

“她现在还在工伤休复
期间，身体没好利索，但她
还是坚持来这里干活。”一
起工作的环卫工告诉记者，
半个多月前，那时徐淑英胳
膊上还缠着纱布，她便经常
来到金沙江路段，拿不动重
物，每次就拿一点送到垃圾
点，扫不了地就帮忙捡树枝
和垃圾，“她受伤后一共也
就休息了一个多月吧。”同
事说。

“徐淑英干活很认真，
很负责，经常获得优秀类奖
项，去年还获了‘城市美容
师’的奖项。”开发区环卫工
工作人员说。与徐淑英一起
工作的同事称，徐淑英是个
要强的人，干活没得说，不
用别人说自己就早早地把
工作干好，一直都是大家的
榜样。

“我也记不得获过多少
奖项，好像家里发的红本有
十多个，这几年只是有个颁
奖仪式，很少发本了。”徐淑
英的红本其实是荣誉证书，
说起这个她倒是糊涂起来。
但她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坚
定，“我觉得不论什么工作，
要干就干好，要干就干出个
样来。”

今今明明两两天天局局部部阵阵雨雨，，出出门门别别忘忘带带伞伞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蒋大伟 ) 1 9日中午，一
阵急雨突袭港城，让很多
没有带伞的市民被淋个正
着。据烟台气象台预报，20

日到 2 1日，烟台局部地区
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同时
气温有所下降，提醒市民
出门携带雨具。

据烟台气象台19日16

时发布的天气预报，2 0日
白天，多云间阴，有时有阵
雨或雷雨，西南风3到4级，
最高温度沿海地区 2 8℃，
内陆地区 2 9℃。2 0日夜间
到21日白天，阴，局部有时
有阵雨或雷雨，南风转北
风 3 到 4 级 ，气 温 2 0 ℃ 到
3 0℃。2 1日夜间到 2 2日白
天，晴转多云，北风短时南
风，3 到 4 级，气温 1 9 ℃到
30℃。

美美国国白白宫宫装装修修材材料料亮亮相相家家装装展展
只要签订装饰合同，就可免费检测甲醛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秦
雪丽) 9月19-20日，2015烟台
市家庭住宅装饰装修产业展
览会将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举办，会上，美国白宫装修的
空间仿木制品Fypon将首度亮
相，只要签订装饰合同，就可
免费检测甲醛。

近 年 来 ，随 着“ 绿 色 健
康”“低碳环保”等概念的深
入人心，消费者对家居环保

装修要求的提高，“零甲醛”
家居产品逐渐成为众多市民
观注的焦点。据悉，定于9月19
- 2 0日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
举办的2 0 1 5烟台市家庭住宅
装饰装修产业展览会，将着
力于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主
打绿色环保牌，携百余家建
材、家装、家居展商对千余种
绿色环保型家居产品进行集
中性展示。

本次家装展上，曾在美国
屡获殊荣，并在白宫等政府室
内外建筑项目中被广泛应用
的Fy p o n仿木制品将高调亮
相。Fypon是斯贝尔化工(烟台)

有限公司的注册品牌，公司是
美国富俊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主要生产经营室内外建筑结
构、装饰的仿木制品，产品85%

以上出口北美洲、日本、澳洲
等。

结合广大市民及新购房
业主需求，本次家装展组委会
将与烟台乾祥室内环境检测
治理有限公司首度合作，为广
大业主进行现场空气净化知
识答疑。并现场随机抽取100

名业主，免费提供价值600元
的甲醛检测券；除此之外，活
动日内在各大装饰公司签订
合同业主，也均可获得同等价
值的免费甲醛检测券。

本报环卫工歇脚点

已经超600多个
本报8月19日讯(记者 李静

实习生 李秋霖) 本报联合烟台市
环卫处、烟台凯乐粮油有限公司共
同主办的“凯乐粮油”环卫工歇脚点
活动启动以来，受到不少爱心企业
的关注。近日，烟台市冠宇金属有限
公司经理栾春晓致电本报，希望加
入爱心歇脚点。“我们公司沿街，在
芝罘区化工路188号，氯碱厂对面，室
内有座椅，有水，有空调，十分欢迎
周围的环卫工进门歇脚。”栾春晓
说。

截止目前，本报环卫工歇脚点
已经超过600多个，凡是参加歇脚点
的企业，都为环卫工准备了座椅、
水、空调或者风扇，爱心企业都很欢
迎环卫工人们进门歇脚。凡是在烟
台六区之内看见烟台体育彩票、燕
喜堂药店、烟台凯乐粮油等企业店
面，和写有“齐鲁晚报、烟台市环卫
处‘环卫工歇脚点’”字样的挂牌，环
卫工人们都可以放心进门歇脚。

得知本报有环卫工歇脚点活
动，烟台农大人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为能帮环卫工们解渴，到市场上
买了200多斤西瓜和200瓶矿泉水送
给环卫工；烟台市供销社茶业有限
公司为环卫工送去100包爱心茶叶；
烟台凯乐粮油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将
一包包瓶装水和爱心绿豆送到环卫
工手中，给马路天使们送去了丝丝
清凉……这些爱心企业的善举感动
着环卫工，也感动着我们的大家。

本次给环卫工送清凉活动还得
到烟台凯乐粮油的大力支持，目前，
凯乐粮油在烟台有四家自营店，分
别为上夼西路店、黄务分公司、幸福
分店、莱山分店，都为环卫工歇脚
点，咨询电话4008886005，环卫工可随
时进门歇脚。如果您也想为环卫工
做点事，请联系我们：15275567096。

开发区5条公交

线路临时调整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蒋大

伟 通讯员 刘丽) 记者从开发
区政务中心交通窗口获悉，因珠江
路与天山路交叉口施工，即日起途
经该路段的22、28、205、206、210等5

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
22路调整后，沿原线路运行金

沙江路与华山路交叉口右转，沿华
山路运行至珠江路右转，恢复原线
路运行。改线期间，不再停靠金城
小区、华升玻璃钢、泰盛公司、业达
工业园、永盛花卉等5个站点，停靠
改线后沿途站点。

28、205、206、210路调整后，沿
金沙江路运行至与华山路交叉口
左转，沿华山路运行至与珠江路交
叉口左转，沿珠江路运行至与天山
路交叉口右转，恢复原线路运行。
改线期间，不再停靠泰盛公司、业
达工业园等2个站点，停靠改线后
沿途站点。

19日下午，一场大雨突然而至，让不少路人措手不及。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徐淑英的爱岗敬业感动
不少人，同时也成为大家学
习的榜样，让我们为这样的
环卫工点赞。生活中，也有不
少环卫工像徐淑英一样用自
己的行动默默感动着他人。

在最基层的岗位上，环
卫工往往能给我们最纯净的
感动。当好人，做好事，看着

容易却不简单，传递的正能
量足以温暖社会，让人人内
心充满感动的力量，值得每
个人学习和点赞。如果你身
边也有这样的人和事，请拨
打电话 1 5 2 7 5 5 6 7 0 9 6告诉我
们。

本报记者 李静 实习
生 李秋霖

寻找最感动的力量，我们为你点赞

为环卫工送清凉

凯凯乐乐粮粮油油

这几天，徐淑英胳膊上的纱布刚撤，她便开始工作。 本报记者
李静 摄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 柳斌
通讯员 徐秀忠) 芝罘区城市

管理委员会联合芝罘区道路交通
安全综合治理委员会，将于9月份
在芝罘区开展整治三轮车沿街售
卖物品违法行为行动。

据悉，九月份起，联合执法行
动组将联合在芝罘区范围内开展
查处行动，以车站码头、海边、旅游
景区、商业密集区为重点场所，对
沿街售卖物品占道经营，影响市容
的三轮车进行专项整治。联合执法
队伍对不听劝阻的车辆坚决取缔，
对无牌无证车辆进行扣押，对无驾
驶执照人员将采取严厉处罚，对有
牌有证车辆及驾驶员将按照相关
规定给予相应处罚。

芝罘集中整治

“货郎”三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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