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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新春佳节是万家团圆的喜庆时刻，
更是森林防火的关键时期。

2月 4 日，大年三十，在位于凤凰
山西侧的相山绿化管理所， 防火员们
依然坚守在岗位上，调试设备、随时待
命， 驾驶越野式森林防火车穿行在相
山林区， 提醒进山市民和附近居民一
如既往地杜绝火种进山、 上坟时人走
火灭。

因为随着森林面积的扩大，林下可
燃物增多，加上相山属建成区，进山人
流量大，火源点多面广难以控制。 春节
很多附近居民上山烧纸， 隐患依然很
大。

当天上午 9时许， 在相山绿化管
理所所长曹时忠的带领下， 记者随同
防火员们分乘两台越野式森林防火
车， 带着灭火设备从所里出发赶往黄
里片区。

一路上，防火车闪着警灯，甚是惹
眼地提醒着过往市民和周边居民提高
警惕、注意防火。进了林区，防火车底盘
高、通过能力强，沟壑陡坡如履平地的
优势才开始显现。 防火员们介绍道，能
用上这些设备，他们是如虎添翼。之前，
他们防火灭火的主要方式还是靠人力，
每人背一套 15公斤以上的风力灭火机
等设备，三五人一组，步行至各自的片
区。

在黄里街和林区里，见到有人群聚
集，防火员们就停下车，发放、讲解宣传
材料。 看到这些已经无数次前来的“熟
面孔”，不少村民主动上前问好，叮嘱几
声“辛苦了”。 直到抵达天藏寺附近，队
员们才收队返回。

不知不觉中，时至中午。 饥肠辘
辘的队员们返回所里简单吃些午
饭，方便面、卤鸡蛋，热点水饺，就地
分成两组， 一组查阅摄像机回传的
直播画面， 一组继续奔赴下一片林
区。

随着“智慧林业”建设的扎实推
进， 相山林区已安装 9 台高清摄像
机，监控范围覆盖了整个林区面积的
90％以上， 有效弥补了肉眼视力的不
足。

“相山的每一棵树，几乎都是我们
看着长大的， 更是几代人一起努力的
心血，烧不起也不能少。 ”曹时忠表示，
相山的绿化凝聚着几代人的心血，一
草一木都来之不易： 从上世纪 60 年
代，建市伊始，淮北市历任领导班子，
都把相山绿化作为一项持续、系统、不
可动摇的工作来做， 积极发动全市人
民群众参与。 挖不了坑，就用炸药炸；
没有土，就用人力背；没有水，就用水
泵抽。 每年一开春，工人、农民、解放
军、学生……漫山遍野都是种树的人。
一天天、一年年，相山从原先的一片不
毛之地，被“改造”成森林覆盖率超过
90%以上的“城市之肺”，花草树木更加

郁郁葱葱， 越来越多的鸟儿在林间树
丛盘桓、吟唱。

多年来， 为了守护相山的这抹绿
色， 相山绿化管理所既是防火员又是
护林员的队员们， 走遍了林区的沟沟
坎坎， 练就了长年穿行于山林间如履
平地的“铁脚板”、熟悉每个山头的地
形和林木分布情况的“山里通”，能准
确知道每条山道的具体位置及路况的
“活地图”等一身本领。一旦出现火情，
队员们就能以最快的速度， 到达火场
进行灭火。 其中，周启峰在护林的 14
年里走过 3.5 万公里山路， 踏破了一
百多双鞋子， 还被评为全国优秀护林
员，成为全市 149 位“中国好人”中的

一员。
十多年来，相山林区没有发生一

起较大森林火灾， 无人员伤亡事故。
坐落在相山林区的相山公园，森林风
景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普及生态文化
知识、开展森林生态旅游等功能日趋
完善，环境更加优美、设施持续完善，
还被评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越来越
多的市民在上坟时会带着瓶装水或
铁锨， 积极响应禁放烟花爆竹的倡
议，烧完纸浇水、土埋，人走火灭，不
留隐患。

队员们说， 多年的努力有了越来
越多的回报。 所有的付出和守望，都值
了。

用心守护那片绿

“大爷，您家的用电量应该没有异
常， 我也可以根据您家每个电器的耗
电量再给您算算总值， 有问题我们一
定负责到底，放心吧。”2月 4日晚 6点
左右， 国网淮北供电公司南黎路营业
厅窗口工作人员张梅送走了最后一位
顾客后， 便第一时间拨通了爱人刘东
岳的电话，在电话中，他们最终还是决
定要在当天晚上（除夕夜）赶往山东老
家。
张梅和刘东岳夫妻俩从大学时就

相识相恋， 毕业后两人又相继考入国

网淮北供电公司，工作稳定后，去年年
底，他们如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同为
电力人的夫妻俩都深知电力服务工作
的不易，张梅负责窗口接待服务，刘东
岳则负责跑小区， 两人的生活忙碌而
充实。 “他平时工作日晚上 8点之前就
没回到过家，周末还时常要加班，去小
区里挨家挨户地贴一些停电通知和欠
费催缴单。 我除了日常的窗口工作，还
负责单位团委和工会工作，也是很忙，
好在我们平时都能够互相理解， 就没
因为工作忙的问题发生过争吵。 ”张梅
笑着向记者说道。 张梅 2015年电力专
业研究生毕业后就顺利考入了国网淮

北供电公司， 凭借着踏实的工作作风
和出色的业务能力， 张梅得到了同事
的认可和领导的看重，2017年，她又顺
利升任了南黎路营业厅的副班长，平
时还负责管理营业厅里的“燕飞来”供
电服务站。
张梅和刘东岳的老家同在山东，开

车回家大概需要 6个小时，由于平时工
作繁忙，他们已经快一年没回过山东老
家了，今年过年他们决定无论如何也要
回去一趟。可是两人一直忙到年三十的
晚上，回家的高铁票也没有买到，如果
要赶着除夕夜回去，只能等到彼此都下
班开夜车上高速才能回家。张梅告诉记

者，年三十那天晚上，他们是 7点左右
上的高速， 凌晨一点左右才到的老家，
开夜车虽然比较辛苦而且不安全，但终
究抵不过他们的思乡心切。
年初四吃过早饭，张梅和刘东岳告

别家中的父母和亲戚朋友后，就匆匆踏
上了返回淮北的高速，虽然年过得意犹
未尽，但因为张梅初五要值班，所以刘
东岳也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假期，决定提
前返回到工作岗位。刘东岳说：“我老婆
现在是预备党员， 我也是入党积极分
子， 所以我们更努力更认真地对待工
作，今后成为正式党员了，在各个方面
我们都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了。 ”

除夕供电“夫妻档”

宣传防火。

“劳动过年，很光荣！”2月 4日
上午 9时许， 在古城路上，60岁的
保洁员郝素兰爽朗地笑道。
又是一年春节到！ 今年春节期

间， 我市近 2000名环卫工人不脱
“战袍”，坚守在道路保洁、垃圾清
运、公厕管护一线岗位上，保障城
区环境整洁有序。

新兵“老郝”

大年三十晨 7时许，郝素兰吃
罢早饭匆匆出了家门，坐公交车赶
到了岗位。
在古城路上的环卫休息点换

上了橘色的工作服， 戴上工作帽
和口罩， 提着扫帚和簸箕就上了
路。 先将自己负责的路段保洁一
遍，清理了人行道上的纸屑、烟头
等琐碎垃圾， 她又回到休息点清
理了抹布， 开始擦洗路边的垃圾
桶。

“每只垃圾桶都要擦得晶晶
亮，要能照得出来人影。 ”工作中的
郝素兰扬起脸，两只眼睛弯弯地看
着记者，“这是我的工作， 不能马
虎。 ”去年 4 月，郝素兰做了环卫
工，对这份工作她很满意。 作为环
卫队伍中的新兵， 清扫虽没啥难
的，但是也有技巧，她也是边学边
干。
因为上的是白班，早上八点到

十二点，下午两点到八点，年夜饭
她是没时间准备的。 “大年三十在
大儿子家过，老头在家做饭。 儿子
媳妇都很孝顺，不用我操心！ ”

“大家都喊我‘老郝’，喊着透
着亲热。 ”郝素兰说，现在市民的素
质真的好， 对待环卫工也很尊重。
“我得夸夸淮北日报社， 我经常到
里面接水喝，或借用卫生间，遇见
我的人都特别和气，有时还叮嘱我
歇歇，让人心里舒坦。 ”
连续两年在岗位上过年，郝素

兰笑称：“劳动过年，很光荣！ ”当得
知春节期间 1路车免费乘坐时，她
惊喜道：“真好！ 大儿子家住在朝阳
医院那边， 下班了我就去坐 1 路
车！ ”

我是道路守护人

阚淑侠的工作，是从凌晨 4时
开始。

“前两年，在市城管执法局和
环卫处联系下，相山北路的银行网
点和几家零售药店，都设置了环卫
工饮水点和休息处，我们在劳累之
时能喝口水，歇一歇，感觉挺幸福
的。 ”晨 7时许，阚淑侠站在相山北
路上对记者说。

她所负责的路段上有相山路
菜市场和相山公园东大门。 还有
108棵跟随淮北城市一起成长的法
国梧桐树， 清理这些树木的落叶，
还有树下的零碎垃圾就是一项挺
繁重的工程。 人流密集，车辆繁多，
铺面林立，垃圾量大……阚淑侠用

辛勤书写着无怨无悔的 “马路情
缘”。
一手扫帚、一手簸箕，一遍遍

丈量着路面， 清扫垃圾， 清理树
坑，捡拾烟头，擦拭果皮箱和垃圾
箱，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 “春节
了，上山游玩的市民特别多，我们
过年是要加班工作的。 尤其是今
天晚上和年初一凌晨， 大家大都
从这条路去显通寺进香……自己
苦点累点不算啥， 保质保量完成
工作才是最重要的。 ”今年 49 岁
的阚淑侠在普扫岗位上已经工作
了 18 年，她抬起黝黑的脸，笑着
说。 自己好像就是这条道的守护
人，每一寸土地都熟悉，每一寸土
地都用心呵护。

干干净净过大年

晨 6时 30分， 家住仁和小区
的周春芳准时出门，骑着环卫三轮
车载着清扫工具奔向工作岗位。

12年前，丈夫因病去世，之后，
周春芳就做了一名环卫工。 这些
年，两个儿子先后成家，她却舍不
下这份工作。

桂园路到人民路，两边快车道
路面保洁。 早上 7点到中午 12点；
下午 3点到 6点，每天她都勤勤恳
恳地工作在路面上。 除了清理地
面，她每天的工作还包含：清洗护
栏、擦公交站牌、清除墙面、电线杆
上的“牛皮癣”。

“干活我不惜力，环卫工也要
做得出彩。 ”当日上午 10时许，身
材瘦小的周春芳提着一兜捡拾的
垃圾，直起身子笑着说，“我做了十
多年环卫工， 从没迟到早退过，也
没被考勤员扣过分，挣多挣少我都
要对得起这份工资。 ”

岁月的磨砺， 让 65岁的她略
显苍老。 春节了，地面的垃圾量剧
增。 手持一把扫帚，默默打扫，她将
路面上的纸屑扫至路边后，又用铁
锹将纸屑铲到垃圾车里，挥铁锨的
动作很流畅。

“今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力
度特别大，给咱们环卫工减少了很
多工作呢！ ”说着，她竖起了大拇
指，“做环卫工，我觉着挺光荣。 遇
到不文明行为， 我都会上前指出
来。 每一份工作，都应该被尊重。 ”

晚上 7时许， 在濉溪县四方商
场附近的路面上，69岁的秦庆珍正
在用特质的小铲子清理着墙面上
的小广告。

“扫马路已经有十五六年了。
我的‘一亩三分地’大概有五千多
平方米，每天清理，就对这里的每
寸地面都有感情。 ”秦庆珍伸出粗
糙的手向四周比划着，语气里透着
自豪。

作为县环保所一名普通的临
时工， 秦庆珍对自己的工作很认
真。 她的工作时间是两班制：早班
是晨 5点到中午 12点； 中班是中
午 12点到晚上 9点。 “今天除夕，
干活更得格外认真些，干干净净过
大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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