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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69岁的何学良来说，一艘小船、一把捞网、一
个捡拾器，是他所有的家当。人民公园44700平方米的
水域，他和同事每次打捞上千斤垃圾。天冷了，打捞工
作难度加大，原本两三个小时的工作因风大得需要一
天。眼见着湖面要结冰，他焦急地说：“天再冷，也得抓
紧干，垃圾冻在水里就难办了。”

气温骤降，寒风凛冽，原属于冬天的特色，却使得很多人的工作在这个寒冬里变得艰难与不易。入湖捡拾垃
圾、徒步看护油管......看似平凡的岗位，蕴含了大家意想不到的艰辛。在他们眼中，这个冬天跟往常一样，在他们
眼中，天再冷活也要干。也正是有了这群“踏冬人”，商河的冬天和春天一样温暖。

●编者的话

何何学学良良：：““天天再再冷冷，，该该干干的的活活还还得得干干！！””
44700平方水域一次打扫上千斤垃圾，草窝里的垃圾只能伸手捞

本报记者 李云云 实习生 梁文慧 王欣妍

天冷了，让他们少干些

记者手记

塑料瓶入水后，拉起来比较沉。

常去人民公园晨练的人
会发现，在城市展馆后面的
草坪上，每天都会有一位中
等身材的老人在捡拾垃圾。
一只手拿着笤帚，一只手拿
着簸箕，干得十分起劲。每当
市民问起老人什么时候来
的，他总是乐呵呵地回答：

“早来了。”这位老人就是何
学良，今年已经69岁了，是商
河县许商街道何家村人。

何学良每天6点之前上

班，一天得将规定区域内的垃
圾清扫2遍，还要不定时地打
扫公园内的卫生。一年365天，
他每天都要来公园里打扫卫
生，大年初一也不例外，春节
期间的工作量是平时的两三
倍，公园内的垃圾能装好三四
车，他们打扫一遍就得四五个
小时。身边的人都劝他说，年
纪大了，别干这么危险的工作
了。每当这时，何学良总是说
甭管啥活，总得有人干。

何学良说：“我们工资不
到一千元，现在的年轻人嫌
钱少都不干，我们这些老人
要是不干的话，谁来干啊。”在
人民公园工作了五六年，何学
良早已习惯每天工作，对于现
在的工作他很满意。何学良
说：“年轻人真不一定能吃了
这个苦，其实我岁数也不是
很大，能干点还是要干点，工
作地离家很近，工作完我还
能回家吃口热饭，挺好的。”

●工资低年轻人不干，69岁老人天天打扫干得乐和

何学良在人民公园清
扫了五六年的垃圾，自从近
两年新增了打捞船之后，他
又新增一项上船打捞垃圾
的工作。何学良说：“这可比
在岸上打捞费劲多了，不过
有了这船之后，我们的水面
干净多了。”

15日上午，正值何学良
乘船打捞垃圾的日子。据了
解，他每周需要乘船对所有
的水面进行一次打捞。当记
者颤颤巍巍地走上船时，只
见何学良拿着捞网一步就
迈上了打捞船，打捞船竟纹
丝未动。看到记者不解，何学

良说：“你得掌握好平衡，找着
中间的位置上，别害怕，越慢
悠悠，船越晃得厉害。”

没多久，何学良就拿着捞
网开始工作了，他让同伴刘爱
平将船划向湖中央。何学良
说：“湖中间的垃圾少，先从那
里打捞开始，慢慢往岸边移。”
在离湖边不远处的草窝里，他
的打捞工作遇到了麻烦，被水
里的草挡着，捞网捞不起来。
记者看到何学良慢慢将身子
探出船外，一伸胳膊，用手将
草窝里的垃圾捡起。捡完垃
圾，何学良还开玩笑说道：“今
天的水真凉。”

何学良提到，要想将整
个水域清扫一遍最少需要
三四个小时，用小船前前后
后运四五次垃圾。何学良
说：“这水面有4 4 7 0 0平方
米，捞一次少说也得1 0 0 0
斤，我捞着比较轻松，可就
苦了划船的同事了。”

何学良谈到，他上船打
捞垃圾的时候，都是刘爱平、
李猛负责撑船，清扫一圈下
来，大冷天的天，撑船的人头
上都冒起“白汽”。刘爱平说：

“撑船不仅是个技术活，还是
个体力活，他们年纪大了，我
们也不放心。”

●44700平方米的水面，一次能扫出上千斤垃圾

捡拾垃圾的过程中，
何学良感慨道：“今天这天
真 不 错 ，干 起 来 方 便 多
了。”他谈道，上船捡拾垃
圾就怕遇到大风，风大船
行驶受阻，平时三四个小
时能干完的活，遇到大风
得干一天。

“越是大风天，更不能偷
懒，垃圾也就越多。”何学良
谈到。大风天，吹入湖中的垃
圾较多，如果不及时打扫，就

容易形成垃圾集聚，垃圾多
了，再下船就麻烦了。划船的
刘爱平说：“大风天，划船就
感觉和漂似的，这个方向不
好把握，如果逆风划还划不
动，稍不留神就能掉进水
里。”

记得有一次，何学良打
捞垃圾经过一个木桥，他想
借着木桥捞远处的垃圾。结
果手上一用力，船就翻了。何
学良说：“幸好水不深，只是

衣服湿了，要是湖中间得三
四米深呢！我会游泳，一般没
事，要是其他人掉下去就麻
烦了。”

为了防止有人不慎落水，
他准备了一根长四五米的竹
竿。曾经有一次有人不慎落
水，打捞船没法立即下水，他
就拿着竹竿直接下去了。何学
良说：“我们都在附近安装了
警示牌，大家玩的时候要小心
一点。”

●上船就怕遇大风，稍不留神就能掉水里

●捡拾垃圾常常捡到“宝”，想方设法送宝物回家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小

船里就堆满了食品袋、塑料
瓶、破布屑等垃圾，其中塑
料瓶占了一半以上。何学良
解释道，塑料瓶进入湖面后
会灌进水，打捞起来比较
沉，要是塑料瓶里还有果
汁、可乐等剩余饮料，对于
湖水的污染就严重多了。何
学良说：“有很多市民将没
吃完的食品袋扔进湖里，你
捞上来时还沾着油，这东西
得赶紧捞，要不然湖水就污

染了。”
除了捡拾到垃圾外，何

学良有时还能捡到“宝”。他
几乎每次在湖面上打捞，都
能捞到钱包，不过钱包了除
了证件和各类卡外，基本上
没有现金。人民公园距离商
中路、中润时代广场等人流
量较多的地方较近，有人偷
完钱包将现金拿出之后，就
直接将钱包扔湖里“毁尸灭
迹”。

何 学 良 说 ：“ 钱 包 丢

了，钱是小事，卡补办起来
就麻烦了，所以我就赶紧
找到钱包的主人。”商河县
城这么大，要想将钱包物
归原主也不太容易，何学
良就赶紧将钱包交给一起
工作的年轻人，他们通过
贴吧、微信、微博等多种形
式寻找钱包的主人。有一
次，他捡到了一个黑色钱
包，让同事在贴吧里发了
一个多月的帖子，才找到
了钱包的主人。

●劝阻别人少丢垃圾常挨骂，结冰前得彻底清扫三四遍
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何学良的打捞船往返湖面和
岸边两次，他说湿漉漉的垃圾
加起来得500多斤。记者不禁
感叹道“垃圾真不少”。何学良
笑着说：“冬天出来玩的人少
了，垃圾还少点了，要是夏天
得更多。”

垃圾多点倒没事，最让
何学良头疼的是他在劝说
别人少丢垃圾的时候常挨
骂。何学良说：“有时候我们
遇到乱丢垃圾的就劝说几
句，大多数人都表示理解，
但 是 有 的 就 说 我 多 管 闲
事。”今年暑假，他看见一堆
学生在草坪上烧烤，将竹签
弄得到处都是。何学良就劝

说学生换个地方，结果一个
学生顶撞他说“别多管闲
事，公园就是大家玩的地
方，我愿意干啥就干啥。”

何学良劝说了二十多
分钟，才将学生们弄到旁边
的小亭子去。等学生们离开
后，亭子里沾满了油渍，他
整整打扫了一个小时。何学
良说：“把垃圾扔在岸边，要
是清扫不及时，被风吹进湖
里就麻烦了。”

据了解，在湖面结冰
之前，何学良和同事要将
湖面彻底清扫三四遍，为
明年做好准备。何学良谈
到，湖面结冰后，打捞船就
不能下湖工作了，只能垫

着木板用捡拾器工作。如
果一旦有垃圾存留，等湖
面化冰后，湖水环境就会
受到影响。“所以得赶紧在
这几天，好好把湖面清扫
几遍。”对于他来说，春节
燃放的鞭炮是他们的头号
大敌。春节期间，燃放的鞭
炮外皮容易吹进湖里，必
须要及时清扫，不然被水
浸泡后就会污染湖水。

打捞一圈上来，记者的
手早已冻麻，再看何学良，他
脱下手套后，手套上沾着一层
水。何学良轻描淡写地说：“你
们都没习惯，现在还不算很
冷，就算天再冷，该干的活还
得干。”

作为一个在平原上长大的人，在湖上乘船是第一次，摇摇曳曳的
小船总给我不安感，更甭提在船上工作了。我看着旁边69岁的何大爷
如履平地，胳膊随着捞网一下下挥动，高兴时还时不时哼两声。心里
不禁感叹：这老人干得真带劲。

坐在船里的我，迟迟进入不了工作状态，时不时被风吹起的水汽
都使我将脖子深深钻入羽绒服中。直到我看到何学良将手深入草窝
里去取垃圾时，我才觉得曾经自己随手丢垃圾的行为有“多罪恶”。船
在草窝地面停下，何大爷探出船外去伸手捞垃圾，我明显感受到船有
些倾斜，划船的人赶紧提醒我和同事要坐好，别掉水里。

何学良将垃圾在草窝里捡起，脸上写满了满足。我试探着将手伸
进湖面，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水是真凉，一丝丝愧疚开始涌上心头。因
为曾经我也在人民公园玩耍时将垃圾随手丢过，但捡垃圾背后的付
出我丝毫没有想过。原来，我不文明的习惯给他们增加了如此大的工
作量。

我还不能清晰地理解清扫一次1000多斤垃圾的含义，但是小船
里的食品袋、塑料瓶却使我触目惊心，这些东西绝大多数都是人为进
入湖面的。小船停在岸边的时候，我和何学良说了一声“你们好辛
苦”，满满的都是敬意，他一句“这不算啥”算是对我的回复。也许，这
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但是我希望在大冷的天里靠大家的行动减轻
他们的工作量。

天冷了，大家都少扔点垃圾，这样他们就少干点，我们心里也就
更踏实些。

·踏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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