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披星戴月 清运垃圾为城市减负

随着夜幕降临，暑热有所收敛，却依
旧闷热。

晚上 10 点， 垃圾清运车司机杨邦杰
坐进驾驶室，开始了他的工作。 “垃圾气味
比较大，我们选择在人流相对稀少的夜间
进行垃圾清运，尽可能减少对群众生活的
影响。 ”杨邦杰解释道。

第一个收集点是在桐城路上，到达点
位后， 他和同车的两个辅助工迅速下车，
利落地把停放在路边的垃圾桶拖到清运
车后挂上提手，杨邦杰启动按钮，机械臂
缓缓抬起，桶内垃圾倒入车斗，同时车内
的压缩机开始工作，尽可能减少垃圾所占
体积。 已搭档 8 年的三人组配合默契，路
边的 20 多个垃圾桶倾倒完毕又推回原

位，再打扫完地面掉落的垃圾，总计用时
不到 10 分钟。

一个 240 升的垃圾桶装满的重量在
100 至 200 斤不等， 杨邦杰和同事们一刻
不停每晚至少要收集 400 多桶垃圾。

垃圾发酵出刺鼻的气味，路边的行人
纷纷掩鼻绕道，而杨邦杰和同事们神色如
常。 “每到夏天， 垃圾中的瓜果蔬菜残渣
多，垃圾车在压缩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喷溅
出液体， 有时溅到身上我们都习以为常，
这是工作的常态，我们都习惯了。 ”杨邦杰
指着蓝色工作服上的污渍说道。

深夜 0 时许，包河区小仓房生活固废
物转运中心门口，十几辆垃圾清运车排着
长龙， 在逐一消杀后进站完成垃圾中转。

这里承担着包河区生活固废物的收集转
运任务，城区收集来的垃圾将被再次压缩
转运，送至垃圾填埋场。

“老杨 ，倒完啦 ？ ”“是啊 ，再去运一
趟！ ”师傅们打完招呼，又匆匆投入各自的
工作岗位。 此时已是凌晨 1 时许，小仓房
转运中心外依旧车水马龙，而许多市民已
经进入梦乡，迎接他们的将是又一个干净
整洁的清晨。

从业 11 年，杨邦杰每天晨昏颠倒，晚
上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才收工回家，用辛勤
劳作维持着城市的清洁。 “这个活脏点累
点，但是总要有人去做的。 看着沿街路面
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心里会有一些小小
的成就感。 ”杨邦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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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平“冷饮焦虑”需各方发力

■ 殷骁

炎炎夏日，暑热难耐，买个雪糕吃，无疑十
分惬意。 可是，如今不少消费者随手拿起一个
雪糕，等到结账时才发现价格不菲，但出于面
子或不想再去挑选，只好忍痛买下，还没吃就
来了个“透心凉”。这样的高价雪糕被网友调侃
为刺伤钱包的 “雪糕刺客”，“过去不敢吃巧乐
兹，现在只敢吃巧乐兹”“高价雪糕需要自我隔
离，别混在平价雪糕中给人灵魂一击”……调
侃之余，凸显消费者的“冷饮焦虑”。

过去， 雪糕平均零售价格在 0.5 元至 4
元之间，如今 0.5 元、1 元的雪糕在市场上难
觅踪影，5 元一支的雪糕已算“良心价”，有的
雪糕售价直抵百元。 小小雪糕， 为何价格越
来越高？ 业内人士分析， 除了部分雪糕因原
料、 人工价格上涨导致成本增加外， 很多雪
糕涨价与网络营销、 资本推广、 过度包装等
因素密不可分。 更有甚者， 一些销售者故意
不使用明码标价， 雪糕标签内容不完整、货
签不对位， 或者把高价雪糕与平价雪糕混放
在冰柜内，销售时不作区分，让人“盲选”，这

就让消费者很难迅速、 确切知晓雪糕价格，
容易误买。

小小雪糕， 饥时裹不了腹， 弱时壮不了
体，并非生活必需品，而且销售季节性强，属
于快消食品。 虽说部分消费者会为网红雪糕
买单，但将一支雪糕打造成普通人“吃不起”
“看不懂”的模样，不断挤占平价雪糕生存空
间，消费者不再能想买就买、想吃就吃，那么
他们往往就会对雪糕“敬而远之”，雪糕市场
也会“高价不胜寒”，走上畸形发展之路。 根据
经济学原理， 雪糕的价值与使用价值不能相

差过大，当推广成本、品牌成本过高，体验感
和性价比没能同步上升， 一旦营销风口逐渐
过去，价格虚高的“雪糕刺客”还能有多少市
场竞争力？ 如果消费者用脚投票，不再选择高
价雪糕， 那么经营者的利润空间也就被大幅
挤压。

7 月 1 日起施行的 《明码标价和禁止价
格欺诈规定》明确指出，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
标示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不利的价格条

件， 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
易，属于价格欺诈行为。相关部门应及时监管
市场上的雪糕产品定价， 规范市场行为。 同
时，鼓励、支持、引导既创新时尚又味美价廉
的平价商品进入市场。商家应以优质材料、周
到服务、合理定价塑造品牌形象、形成用户黏
性，把伤人的“雪糕刺客”变成消费者买得起、
吃得放心的“雪糕常客”。

捐献器官让爱延续

■ 本报记者 朱茜

“儿子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眼角膜留在了人世间，
仿佛他没有离开我们一样。”近日，荣获今年一季度助人为乐
类“中国好人”的铜陵市枞阳县莲花湖社区居民方支旺、吴正
琴夫妇谈及此，仍旧无限感慨。

方支旺、吴正琴夫妇的儿子方钊在 7 岁时被确诊为进行
性肌营养不良症。 医生告诉他们，孩子最多活到 20 岁左右。
夫妻二人不肯放弃，带着儿子辗转合肥、南京求医，但这种罕
见病目前国内尚无有效治疗手段。

随着病情的发展，方钊小学没上完就辍学了。 随着骨骼
肌无力萎缩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他从需要帮助夹菜吃饭，到
最后只能躺着被喂食。

2019 年 8 月，方钊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由于长期卧床
不能活动，他连上厕所都要靠父母在旁搀扶，甚至过程中因
腹部压迫难忍，还要停下休息。为更好地照顾儿子，方支旺每
天下班第一时间就赶回家给儿子喂饭、洗漱。 原本在乡镇卫
生院上班的吴正琴，辞掉了工作，精心准备一日三餐，还通过
学习按摩帮助儿子缓解痛苦。

“我希望以后能捐献器官，这可能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
了。 ”在一次按摩过程中，方钊说起了捐献遗体器官的想法，
吴正琴眼眶湿润了。

虽万般不舍，但吴正琴明白这是儿子最后的心愿，也支
持儿子的想法。 于是她开始了解遗体器官捐献事宜，得知像
儿子这样患病多年，器官基本已经失去了捐献价值，唯独剩
下一对眼角膜。一家人商议后，决定能捐什么就捐什么，不让
孩子留下遗憾。

后来夫妻俩经常带儿子出去旅游散心，他们知道自己在
和时间赛跑，对儿子每分每秒的陪伴都弥足珍贵，加倍珍惜。

去年 8 月 30 日凌晨 6 时许，未满 18 周岁的方钊停止了
呼吸。为实现儿子生前心愿，方支旺、吴正琴夫妇联系了枞阳
县红十字会，帮其办理了遗体器官捐献登记手续，捐出了一
对眼角膜和遗体。

方钊的一对眼角膜帮助了 2 名眼疾患者重获光明，其遗
体也被运往安徽省红十字会皖南医学院遗体捐献接受站用
于医学教学与研究。去年 9 月 3 日，夫妻俩以儿子为榜样，再
次走进枞阳县红十字会，签署遗体器官捐献志愿书，志愿去
世后捐出遗体、器官和眼角膜，让爱延续。

“信义的哥”
传递诚信之光

■ 本报记者 李明杰

如今，47 岁的张春明依旧为生活每天奔波着，开着一辆
出租车起早贪黑，不时与顾客聊聊天、解解闷。

张春明是太和县肖口镇田庄村村民 ， 也是一名中
共党员 。 由于家境贫寒 ，1991 年 ，年仅 17 岁的张春明
初中毕业 ， 与亲友一起前往北京打工 。 “因为没有文
化 ，所以只能到快餐店当服务员 。 ”在餐馆工作 ，他每
天起早贪黑 ，一个月能挣七八百元 ，凭着勤劳能干 、机
灵敏捷 ，张春明成了快餐店的分店店长 ，手里也有了
点积蓄 。

2006 年 ， 张春明听说不少同乡回老家创业致富的
消息 ，便与弟弟合伙回到家乡太和县 ，投资铅产品的收
购与出售生意 。 创业艰难 ，仅仅两年 ，生意便遭遇了失
败 ，张春明欠款 30 余万元 。 2009 年 ，为了还债 ，他和妻
子前往温州打工 。 他当上了一名 “的哥 ”， 做出租车营
运 ，妻子则从事保洁工作 。 每天天不亮 ，张春明便出门
跑出租 ，到了后半夜 ，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 。 “脑
子里没有想别的东西 ，只想着努力挣钱 ，把债还掉 。 ”张
春明说 。

2012 年 ，张春明终于还清了债务 ，生活也轻松了些 。
没想到 2020 年，儿子张宇突然被诊断出患有尿毒症。医生
告诉张春明，必须换肾 ，才有希望治好 。 得知自己与儿子
配型成功后， 张春明立即决定捐肾给儿子 ，“自己给了儿
子第一次生命，必须对他今后的生活负责。 ”第二年，他们
在安徽省立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很成功。 一家人欣喜之
余，也为手术所欠数万元费用忧愁 。 于是 ，张春明又当回
了“的哥”。

2021 年 9 月 7 日下午 5 时许 ， 张春明像往常一样接
送乘客 ，在一名乘客下车后 ，他发现 ，车辆副驾驶脚踏处
有一个黑色塑料袋。 打开塑料袋一看，竟是一沓一沓的百
元大钞，足足有十三捆。 “怎么办？ 失主肯定急坏了！ ”正
当张春明思量着如何找失主时 ， 遗失物品的乘客通过支
付微信发来短信。 张春明便立即将联系方式发与乘客，约
定见面后把巨款还给了对方 。 “别人的东西 ，捡到理应还
给人家。 ”张春明说。

生活负累，依旧微笑前行；重金诱惑，谨守诚信之德。 张
春明的事迹被人知晓后，人们亲切地称他为“信义的哥”。 正
因此，他先后被评为“阜阳好人”“安徽好人”。

高温下，聚焦劳动者的一天
■ 本报通讯员 何雪菲 本报记者 张岳

清晨集结

用双手擦亮大街小巷

7 月 12 日清晨 5 点半，当大多数人还
在睡梦中，巫迺红已骑着她的电动环卫车，
准时出现在合肥市包河区广西路上， 开启
了“城市美容师”的一天。

“合肥师范附小二小路段的环卫工人
没来几天，还算是新手 ，我得去帮忙一起
打扫。 ”巫迺红说。作为合肥市包河区市容
环卫服务中心环卫班长，巫迺红经常帮助
新同事熟悉清扫流程，带领大家完成各项
工作任务。

大扫是环卫工人每天上班后的第一
件事，夜间路上的垃圾 ，清晨洗扫车清到
路边的垃圾碎屑，都需要在这次大扫中清
理干净。 巫迺红和同事挥着两把大笤帚，
从北到南将路面上的垃圾 、尘土 、落叶归
到一起，再换上小扫帚和簸箕 ，将堆起的
垃圾清理干净。 干脆利落的配合中，凌乱
的路面已恢复了整洁。

此时太阳刚刚升起，气温 28℃，巫迺红
的脸上已冒出细密汗珠。 对于环卫工人来
说，夏季不仅头顶烈日汗流浃背，而且路上
的烧烤签、小龙虾壳、啤酒罐、瓜果皮等垃
圾也比其他季节多。 “夏天格外热，路上垃
圾又多，我们身上的衣服总是湿了干，干了
湿。 ”巫迺红说。

下午 4 时，避开了最热的正午，巫迺红
和同事们开始清理绿化带， 只见他们用耙
子将垃圾从绿化带中钩出来，再清扫干净，
额上滚下的汗珠早已打湿了头发。 为避免
晒伤，大家工作中都穿着长袖长裤。

“汗出多了要多喝水，你们看我自制的
糖水饮料，提神又给劲。 ”巫迺红向记者展
示她的杯子，里面放着冰糖、红枣、枸杞和
茶叶，这个约 800 毫升容量的大杯子，巫迺
红每天要接 6 次水。

一个簸箕，一把笤帚，一条街，往往就
是环卫工人的一片天地。 扫地、 清理绿化
带、巡查、处理路面上各种突发问题，从事
环卫工作 13 年来，巫迺红几乎每天都是这
样度过。

“巫班长，万泉河路与广西路交叉口路
面有油污，请尽快来处理。 ”对讲机里传来
呼叫。 接到新任务，巫迺红骑上电动车，匆
匆向下一个目的地驶去。

头顶烈日 开洒水车为道路降温

正午， 灼热阳光下， 地表温度逼近
50℃，滚滚热浪让行人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下午 1 点许，包河区市容环卫服务中
心机械化作业车队队长贾贤保开着洒水
车从繁华大道缓缓驶来，车后喷洒的扇形
水幕为马路送上了一丝清凉。

这是他今天第 5 趟洒水作业。
“夏天天气炎热，洒水既能降温能降

尘，我们正常一天要洒 8 至 10 趟。 ”贾贤
保告诉记者，随着气温的升高，洒水作业
的频率也提高了。一车水大约够车辆洒扫
4 公里左右，水洒完了，贾贤保开着车来
到取水点，拧开消防栓开始接水。

加满一车水需要十几分钟，在等待的
过程当中，贾贤保并没有上车休息，而是
顶着烈日仔细检查了一遍车况，为新一轮
洒水工作做好准备。

水加满，贾贤保上了车，打开水阀，开
始了新一轮的洒扫。 “妈妈你看，彩虹！ ”路
边一位小朋友指着车后水幕折射出的七
色彩虹，目送着车辆远去。

天气越炎热，城市越需要降温。 “以前
的洒水车制冷条件不好， 车内非常闷热，
一天干下来总是汗流浃背， 现在换了新
车，制冷效果好了，喷洒效果提升了，我们
清凉，行人也清凉。 ”

他们驾驶着洒水车、洗扫车、护栏清
洗车， 从清晨到午夜守护着城市的整洁。
如今随着机械化作业的增加，环卫工作相
较往年确实高效便捷了许多，不再是一把
笤帚扫到头，清晨的扫地车，正午的洒水
车，深夜的护栏擦洗车，都在为城市环境
默默付出着。

如今，社会各界都很关心关爱环卫工
人， 让他们在炎热的夏季感受到丝丝清
凉。 “不仅街上有‘幸福驿站’可以歇脚喝
水，单位还会发放绿豆汤、十滴水、人丹这
些防暑降温品，我们也更有干劲儿了。 ”贾
贤保说。

··荣辱观··

烈日炎炎，热浪滚滚，环卫工
人用汗水诠释奉献、 用肩膀担起
责任，为城市建设、群众生活保驾
护航———

·知行录·

合肥市包河

区市容环卫服务

中心环卫工人在

擦洗路边的护栏。
本报通讯员

邵德萍 摄

题图：高温下，环卫工人在户外工作。
本报通讯员 丁勤 摄

为了丰富辖区青少年的暑期生活，近日，合肥市庐阳区
双岗街道小桥湾社区联合安徽三联学院“点亮童心，与爱同
行”志愿服务团队开设暑期“多元成长课堂”。

本报通讯员 朱晶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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