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养犬 从我做起

濉溪县公安局多举措宣传文明养犬

濉溪县城区道路清扫保洁力度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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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笔者途经市区东山

路时发现，烈日炎炎下，许多环卫

工人蹲在地上弓腰探头，十分吃

力地利用火钳、铁锹等工具对绿

化带内和路牙旁的垃圾进行仔细

清除。经过环卫工人的不懈努力，

撒落在绿化带内的塑料袋、塑料

瓶、烟蒂、废纸等垃圾被彻底清理

干净，环境面貌焕然一新，赢得了

周边群众的交口称赞。

一位环卫工人说，由于绿化

带长势茂盛，垃圾隐藏后不易被

发现，人工常规清扫彻底清除有

很大难度，但是为了城市的洁净

指数，只有辛苦自己。这位环卫工

人还呼吁，绿化带每隔不远都有

垃圾桶，希望市民还是把垃圾入

桶，不要随意丢到绿化带内，这样

不仅煞了风景，而且丢了文明。

事实上，近年来，通过持续的

创建和深入宣传，我市市民文明素

质已经得到很大提升，随意丢弃垃

圾的现象明显减少，基本实现了垃

圾不落地。但是，细心的市民会发

现，市区主次干道等路段绿化带内

还是有一些白色污染物、枯树叶、

碎石块等，这些多与过往行人和周

边居民乱扔乱丢垃圾现象有关。有

市民说，当时没找到垃圾桶，手里

正好有个吃完早点的塑料袋没处

扔，绿化带较为隐秘，悄悄一放也

不影响市容；有市民说，当时夜黑，

抽完的烟蒂不算多大的垃圾，随手

就丢在了路牙石内；有市民说，当

时正遛宠物犬，爱犬要大小便憋不

住，不能解到大马路上，自然就想

到了路边的绿化带；还有市民说，

沿街做个小本生意，有时剩点泔水

垃圾什么的，自己店里的垃圾桶就

放在绿化带旁，多少溢出点垃圾也

属正常。种种这些情况发生了，久

而久之绿化带内就积存了一定的

垃圾，如果不及时清理，城市环境

就受到影响，城市文明程度就打了

折扣。

针对少数市民垃圾乱扔绿化

带现象，笔者认为，一是要做到慎

独。慎独，就是私下里、在不被监

督的情况下照常遵循着原则、信

念、道德等行为规范做事情，有着

高度的自律。不夸张地讲，慎独就

是评定一个人道德水准的关键环

节。日常生活中，垃圾随手一丢，

整个人就随这个动作坠入了不文

明的行列，正所谓原形毕露。这样

说可能有人会表示不屑，不就是

随手丢个垃圾吗？又不是什么了

不起的事情。可就是这么一个小

动作，暴露出来的就是一个人的

内心，一个人内心是怎样的，很容

易通过外表体现出来。二是不要

从众。在一个缺少垃圾桶的地方，

一些垃圾一时没处扔，这时有人

把雪糕纸、饮料瓶、用过的纸巾等

随手放在路边或绿化带下，他们

觉得很快会有环卫工来清理。接

下来，这个地方有了第一个垃圾，

其他也有扔垃圾需求的人，就会

扔下第二个、第三个，甚至更多。

因此，作为文明市民，要不做第一

个扔垃圾者，更不要做盲从者。三

是要学会尊重。少数市民要尊重

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更要学会尊

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试想一

下，烈日炎炎或是寒风凛冽的天

气，环卫工人弯着腰吃力地清除

垃圾，如果换做是你的亲朋，又会

作何感想？答案想必是，今后绝不

向绿化带内扔垃圾了，不能再无

故增加环卫工人的劳动负担了。

不向绿化带内倾倒、乱丢垃

圾，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为巩

固全国文明城市成果尽一份自己

的力量，请从现在开始吧。

垃圾扔进绿化带
别煞了风景丢了文明

吴永生

谢友付：让非亲非故的老人成为家人

近年来，濉溪县双堆集镇
谢店村后店庄 77岁的五保户
谢贞木， 因患关节炎、 高血
压、冠心病等多种疾病，身体
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日常生
活受到严重影响。 3 年前，一
个人走进了他的生活之中，
帮着煮饭、 洗衣服、 打扫卫
生，陪着赶集、拉呱、打牌，解
决了不少实际困难， 这个人
就是谢友付。

谢友付今年 67岁，爱人病
逝多年，孩子也都成家另住外
地，现在自己独自生活。 他与
谢贞木非亲非故，且两家距离
有一公里远，谈起照顾谢贞木
的初衷， 他说人应该互相关
心、互相帮助，力所能及地为
别人多做一些好事，因为帮助
了别人就是行善事，这样也快
乐了自己。

高尚的品德源自年轻时
在部队受到的教育。 1973年，

谢友付应征入伍，成了一位人
们羡慕的卫生员。 因处处以
雷锋为榜样，工作积极、刻苦
学习、成绩突出，到部队第二
年就光荣地入了党。 7年的军
营生活， 不仅培养了谢友付
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 也培
养了他乐于奉献的雷锋精

神， 他把这些优良作风从部
队带到了地方，立足村“赤脚
医生”岗位，一直认真地践行
着他的初心。

“这包药是早饭后吃的、
这包是午饭后吃的，最下面的
一包是晚上吃的……”每天早
晨，谢友付都要到谢贞木家帮

着做早饭、洗衣、打扫卫生，并
把谢贞木一天三次需要吃的药
包好。 他介绍说， 谢贞木岁数
大、识字不多，记忆力不好，因
患关节炎行走非常困难， 身边
离不开人照顾。

“他一天都来俺家几次，帮
着做这做那， 有时候半夜还来

敲门，问个平安就走。 ”谢贞木
感激地说， 谢友付照顾他真是
太细心、太周到了。谢友付家像
是一个老年俱乐部， 附近上了
年纪的人平时都喜欢到这儿打
扑克、拉呱，听他讲防疫保健知
识， 特别是有个头疼脑热的都
是首先咨询他。

据谢店村村委会委员王玮
洁介绍，在村里，谢友付是出了
名的热心人，不论谁家有事，他
都主动前去帮忙。 特别是在村
卫生室工作的那些年， 他热情
服务，出诊及时，赢得群众的口
碑。退休后，他又召集村里的老
年人，成立了老年互助组，牵头
在这个组织里互相帮助， 有效
地解决了五保老人、 留守老人
的实际困难。

而今， 谢店村老年互助组
成员已遍布全村各自然庄，有
30 余人经常聚在一起开展互
助活动。谢友付说，凭自己的力
量太微薄了， 他要倾力打造好
这个老年互助组织， 积极组织
开展互助活动， 让更多需要照
顾的老人感受到温暖， 体会到
关爱， 并借助这个组织的影响
力，吸引更多的人参加，让非亲
非故的老年人都能成为一家
人。

8月22日，烈山区50名优秀青年学子在参观感受家乡发

展新变化。

当日，淮北市烈山区举行首届“发展有我·团聚烈山”优秀

青年学子交流研学会活动，50名优秀青年学子实地走访走进

美好乡村、文明社区、规模企业，并通过交流座谈等形式，共同

感受家乡新发展、了解家乡就业创业等方面政策，加深他们对

家乡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激发他们为建设家乡贡献青春力量的

热情。

■首席摄影记者 岳建文 通讯员 吴晓梅

优秀学子喜看家乡新变化

谢友付家像是一个老年俱乐部，老年人都喜欢聚在这里打扑克、拉呱。

本报讯 近日,在百善派出
所民警的热心帮助下,百岁老人
王老太解决了户口问题,随之因
没有户口而领不到高龄津贴的
困扰也迎刃而解。

原来, 濉溪县公安局百善
派出所民警张志宏半个月前了
解到辖区内有位高龄老人多年
没有户口。 经过调查了解到,王
老太于 1946年嫁到濉溪县百
善镇,婚后育有 3子。 1960年王
老太的丈夫因意外死亡, 更不
幸的是她的 3 个孩子也相继
离世。 伤心欲绝的王老太不愿

留在伤心地, 便跟随妹妹去河
南省驻马店市生活,一走近 60
年。不久前,王老太回到百善镇
亲戚家生活。期间,王老太一直
未入户口。早前,王老太也曾想
去办理户口, 却因为当时的种
种限制一直没有办成。
随后,张志宏将老人的情况

反映给上级,并报经研究决定,采
取向村居民核实、大数据查询等
途径,将王老太的补录户籍材料
上报相关部门审批。
当民警张志宏将户口本及

身份证送到百岁老人王老太家
人的手中时, 她家人万分感激,
连声道:“有了身份证,这下老人
心里就踏实啦！ ”

百岁老人无户口
民警热心帮忙解决

本报讯 近日， 在濉
溪体育场附近，一名五岁
男童与家人走散，所幸民
警及时赶到帮其找到了
家人。

当晚，新城派出所民
警在辖区巡逻至濉河公
园出口时，发现一名男童
在哭泣，便立即下车了解
情况。 经询问得知，男童
五岁，家住濉溪经济开发
区亲水小区，与家人一起

在体育场游玩走散了。
民警戚怀松先是安

抚男童情绪，然后开始询
问周围群众，因现场人员
较多， 很难寻找男童家
人。民警看到体育场内有
人在用音响做直播，便上
前借来使用。民警连续喊
了十分钟寻人启事，只见
人群中一名中年妇女急
急忙忙向警车跑来。经过
核实， 此人正是男童母
亲。民警将男童交于其母
亲照看，其家人对民警的
帮助连连道谢。

警方提醒，在人员密
集场所，人流量较大，孩
子极易走失。 不要让孩
子离开家长视线， 随时
保持警觉。 另外，家长应
教育孩子一旦走失 ，切
勿到处乱跑或轻信陌生
人， 应在原地等待或向
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求
助； 最后要让孩子牢记
父母电话、 住址及工作
单位等信息，一旦走失，
可将信息提供给民警或
工作人员， 以便及时找
到家人。

五岁男童公园与家人走散
民警用音响帮其找到家人

本报讯 眼下已进入立秋时
节，为了保持城区街道环境干净整
洁，连日来，濉溪县侨银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加强道路清扫保洁
力度， 重点对道路两侧进行清扫，
确保良好的市容环境。

濉溪县侨银环保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积极组织保洁人员和清洗
车辆，对城区重点区域、重点路段
的路面进行清洗作业。 据了解，清
洁工作由早 4 点 30 分到晚 9 点，

每天增加至 12次的道路清扫保洁
作业。 每次先由大型洗扫车喷淋清
除路面杂物，再由洒水车利用高压
喷头将路面灰尘冲刷至道路两侧，
最后由大型洗扫车将路面浮尘吸
扫完毕，做到城区各主次干道全覆
盖。 同时，保洁员还对人行道和道
路中心隔离带进行人工清洗、擦
拭， 对路边绿化带内垃圾进行捡
拾，确保路面见本色、无浮土、无杂
物，同时对路边垃圾桶进行彻底的
冲刷和擦拭， 提高城区的洁净指
数，努力营造良好市容环境。

本报讯 近日， 濉溪县公安局
治安部门在辖区范围内开展一系列
文明、规范养犬宣传工作。通过在辖
区内发放《文明养犬倡议书》、宣传
手册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号召居
民群众文明养犬、卫生养犬、健康养
犬、安全养犬、合法养犬。

为进一步规范辖区居民群众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营造人犬和
谐相处的良好局面，濉溪县公安局
治安部门通过多种宣传形式，进一
步做好文明养犬宣传工作，努力增
强居民群众的文明素养，提升居民
群众文明养犬的意识，规范居民群
众文明养犬的行为，维护公共环境
秩序，保障居民群众的人身健康安
全，共同维护辖区和谐、公共环境
卫生及公众健康。

本报讯 近日， 中城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我的书屋我的
梦”绘画和征文活动，吸引了辖区
内 20多名中小学生参与其中。

开展此次活动，旨为丰富社区

中小学生的暑期文化生活，提高他
们的绘画和写作能力，更好地展示
少年儿童积极向上、追求美好生活
的时代精神。 现场，孩子们在画纸
上描绘着美好梦想，同时用真挚的
文字书写农家书屋给自己带来的
收获和感受。

我的书屋 我的梦

中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开展绘画征文活动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范胜明 摄影报道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宋少奇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王继伟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任妤

■首席记者 王守明

通讯员 黄春艳

■记者 刘星

通讯员 李惠秋 周昭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