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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散落随风飘 影响后车行驶 环卫工穿梭车流清理

车窗扔垃圾 污染环境又危险
晚报讯 (记者 李佼)近日，
孙女士在等待过马路时，一辆正
在路口等待信号灯的小轿车内
突然扔出一个烟头，直接落在了
马路中央。
“ 平时上下班坐车的
时候经常能看到往窗外扔垃圾
的乘客，有的乘客把吃完的食品
袋顺手扔出去、还有的乘客把用
过的纸巾揉成一团弹出去。”孙
女士说。
近日，记者在市中区振兴路
调查时，发现一辆正在行驶的出
租车内一名乘客将车窗摇下，扔
出一包垃圾，接着就把车窗关上
了，被扔下的垃圾散落在地上，

在这堆垃圾的不远处就有一个
垃圾箱。开出租车的张师傅告
诉记者：
“ 我每天接送的乘客很
多，有很多乘客喜欢将垃圾直接
扔在车内或是扔出窗外。特别
是早上，有很多乘客带着早点打
车，一小部分乘客会将喝过豆浆
的杯子、食物袋、纸质包装直接
扔在车内，还有一部分乘客会直
接打开车窗户边吃边扔。往窗
外扔垃圾确实很讨厌，最讨厌的
是往车外吐痰，有一次我在解放
路等信号灯时，一辆红色的小轿
车从我旁边经过，小轿车的车主
打开窗户猛地往外吐了一口痰，

此时正好赶上一阵风，这口痰差
一点被吹到了我的身上，当时我
就想这司机素质也太低了吧。”
张先生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愤愤
地说。
采访中，大部分司机都表示
扔车窗垃圾很不文明，不仅污染
了环境，而且还会带来很大的安
全隐患。
“ 我以前也往车窗外扔
垃圾，后来我改掉了，因为我那
还在上小学的女儿对我说不能
随手扔垃圾，从那个时候起我就
开始注意，并且买了个小型的垃
圾桶放在车上，再说一个孩子都
能做到不随手扔垃圾，难道我们

大人不能给孩子做个好榜样？”
正在清理车内垃圾桶的李女士
说。
近日，记者在市中区解放路
见到了正在清理垃圾的环卫工
刘师傅。
“在一天的工作过程中，
能见到很多从车窗扔垃圾的人，
特别是早上 7 点至 9 点的上班时
段，扔垃圾的人就更多了，这些
垃圾有果核、烟盒、卫生纸、烟
头、食物袋等等，都扔在了马路
中央，打扫起来很困难，清扫时
还得等车辆少的时候，有时候车
辆很多，我们不得不穿梭车流中
去清理。前几天风大的时候，扔

出来的垃圾被风吹的到处都是，
有的垃圾经车碾轧后，就更难清
理了。
”刘师傅告诉记者。
当记者问到怎样才能避免
危险，刘师傅笑笑说，只要乱丢
车窗垃圾现象不止，安全隐患就
会一直存在。
记者还了解到，车辆在行驶
时速度很高，冲击力很大，车窗
内扔出垃圾，有时会砸到后面的
车前挡风玻璃上，影响司机的视
线，而且会吓到后面的司机，甚
至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交通事故，
后果不堪设想。

男子醉酒躺路边 路人帮其寻家人

晚 报 讯 （记 者 刘 一 单
摄影报道）近日，在新城祁连
山路，一男子醉酒躺在路边，
一位好心路人发现后，试图叫
醒该男子，但是未果，好心路
人担心其安全便发动朋友圈
帮其寻找家人。
据了解，这位姓赵的路人
居住在新城可可西里小区，当

赵先生发现该男子醉酒时就
准备帮其寻找家人，但是赵先
生拿起该男子手机准备打电
话给其家人时，发现男子手机
设有密码，赵先生只能发朋友
圈寻找其家人，事实证明该方
法是可行的，没过多久赵先生
小区的业主和朋友都转发了
寻人信息，在寻找的过程中，

赵先生始终没有离开该男子
身边。
两个多小时后，男子的家
人打来电话，和赵先生确认醉
酒男子的位置后，很快就赶到
了现场。将醉酒男子交到家
人手上后，赵先生便离开了。
醉酒男子的家人对好心人赵
先生的举动相当感激。
“ 喝醉
酒几乎无意识了，手机被放在
旁边，人趴在马路边上，这多
危险啊，好在有赵先生的坚持
寻人，才让我们及时得知了情
况。”对于赵先生的举动，醉酒
男子的家人刘女士甚是感动，
据刘女士介绍，傍晚时分，醉
酒男子酒醒后，得知自己的举
动感到相当后悔，同时也很感
激赵先生近三个小时的陪伴
和帮其寻找家人。

近日，市民刘女士反映，在新城嘉豪国际商业街内的电梯口处散
落着很多垃圾。
“这里的垃圾打扫完没多久就会再次出现，多为饮料
盒、
牛奶盒、
烟头等生活垃圾。”
刘女士说。
（记者 安卿超 摄）

枣庄福彩

17 年如一日默默坚守 爱岗敬业无私奉献
——访山亭区福彩管理站负责人郭建

福彩是由千千万万福彩人组成的大 “从管理上实施精细化管理，比如站点的 更高的台阶迈进。”郭建信心十足的向记
家庭，正是这些福彩人凝聚在一起，推动 店面装修、摆放布置、服务态度都是影响 者介绍着。
着福利彩票事业的不断发展，山亭区福彩 销售的直接原因，从源头上管理好，才是
福彩老黄牛 演绎
“匠人精神”
管理站负责人郭建就是其中一员，他凭着 做好销售的基础。
”
在山亭区福彩管理站工作了 17 年，
对工作的热爱和执著，用辛勤的劳动为福
辉煌成绩属于过去
用 他 的 话 说 ，山 亭 福 彩 就 是 他 的“ 另 一
彩事业添砖加瓦，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
个家”，投注站业主、销售员们就是他的
甘为福彩奋斗终生
献，展现着福彩行业劳动者的风采。
郭建在投注站管理员岗位上已工作 “家人”。所以,他时刻把单位的利益放
做好走访、
服务、培训
了 17 年。这 17 年里，郭建陪伴并见证了 在 第 一 位 ，单 位 有 事 ，他 第 一 时 间 挺 身
提高全员
“战斗力”
山亭福彩许多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是年 而 出 ；同 事 有 困 难 ，他 马 上 放 下 手 头 的
近日，记者在投注站见到正在进行投 销量从 60 余万增长到现在 2700 余万元， 工作去帮忙。
2011 年 3 月，城头镇投注站业主的儿
注机日常维护的郭建，他娴熟的打开机 保持 12 年连续正增长。二是彩票销售场
器，测试打印纸，检验设备性能，重新装 所由“户外销售”到“退路进室”，再到现在 子因车祸住院治疗，高昂的治疗费用让这
机，整套动作干净麻利......每周把全区的 的“规范化建设”；三是在销售网点数量较 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郭建了解
25 个投注站点机器维护一遍、站点业主走 少的情况下，其电脑票销量在全市占比从 到情况后，主动帮助业主填写、提交了救
访一遍，已经成了郭建的日常工作，由于 最初的 2.82%提升到目前的 6.78%，实现 助申请，协调市福彩中心、山亭区民政局
对其进行救助。同时，郭建还积极组织辖
山亭区的投注站点分布比较分散，这一趟 了较大跨越。
下来能达到 200 多公里路程。
“桑村镇的一个投注站自从我接手管 区内的投注站为城头镇投注站业主一家
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为了能提高山亭区福彩的销售额，郭 理站负责人后，营业额从几十万元做到了 捐款，
在他日常的工作中，
无私奉献的精神
建经常组织投注站业主、销售员向其他地 目前的每年销售近 500 万元，简直让人不
市的优秀销售站点学习，他向记者介绍： 敢想象。有这样的销售队伍，我们会向着 随处可见。他对工作的敬业，还体现在对

投注站的用心服务之上。只要收到福彩
投注站的电话，告知投注设备出现问题，
他肯定第一时间背起工作包，以最快速度
到达站点做维修工作。让郭建记忆最深
的一段回忆就是 2005 年的一个冬天，某
天大雪纷飞的晚上，冯卯镇的一台投注机
出现了故障，为了不影响销售，郭建接到
电话二话没说骑上摩托车就直奔投注站
点，齐膝的大雪也没能挡住他对福彩事业
的热爱和对投注站业主的责任心。回想
起来，郭建意味深长，
“当年就是有着那么
一股子干劲，心里头就一个念头，那就是
要服务好投注站业主，干好本职工作，把
我们的队伍拧成一股绳，
劲往一处使。”
不忘初心，就是这样的一位平凡的福
彩人，这样一位在同一个岗位上默默无闻
工作了 17 年的老黄牛，他的行为、他的爱
心值得赞誉，为全市福彩人树立了标杆、
做出了榜样。
(孙秋实 韩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