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市民朋友：
在宁波市庆祝浙江省第二十二个环卫人节之

日，我们全市环卫人向多年来一直关心环卫、支持
环卫工作的各界朋友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作为环卫人，我们风吹雨打，早出晚归，为市
民出行提供舒适优美的环境。当大家还在熟睡时，
我们已经穿梭在大街小巷，有苦但更有乐：因为我
们看到这个城市经过我们双手的“梳妆打扮”，出落
得像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般招人喜爱；早晨
上班一族推门出街，因为感受到道路及周边环境的
整洁清爽而心情变好，工作精神头也更足了。我们
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觉得哪怕工作再辛苦再累也
是值得的。

可一个城市的干净整洁，仅靠我们环卫人打理
是不够的，还需要全市人民的共同维护。所以，在

节日来临之际，我们向全社会发出以下倡议：
一、爱护城市环境，遵守卫生秩序，不乱扔垃

圾，不损坏公共设施。
二、车上多设一个车载垃圾桶，拒绝车窗抛

物。您的这个小举动就可能让我们避免一场交通意
外。

三、不往门外扫垃圾，将您店内的垃圾装袋扎
紧，扔到垃圾桶内，等待环卫人清运。

为扮靓我们的城市，我们将加倍努力，同时
也衷心希望广大市民朋友与我们携手，从自身做
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小事做起，积极倡导文
明新风，以文明行为引领和带动身边人，共同维护
创建美丽甬城。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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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环卫人

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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涝水漫街时、大雪封路时、
秋风刮起时……每当甬城街头遭
遇一些特殊状况，总会有那抹橙
色的出现——我们的环卫人们，
用手中的扫帚，或者直接用双
手，清洁路面，疏通雨水井盖，
为城市恢复正常出行、保持路面
整洁冲锋在前。

对于环卫人的辛苦与付出，
宁波人深为感激，力所能及地给
予爱的反馈。

市城管部门联合市总工会从
2015年开始发动公众共建环卫人

“爱心驿站”，目前，爱心驿站已
有 400 多家，全大市爱心歇脚点
发展至1500多个。今年，以我市
中心城区“公厕提质行动”为契
机，对 334 间 4 平方米以上公厕
管理房清理，其中65间已升级为
爱心驿站，为环卫人和公众提供
饮食加热服务、热水服务、药箱
服务、针线包服务、充电服务、
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服务、出行服

务等七大服务。
今夏持续高温，城管义工发

起“爱心冰箱”活动，一下吸引
众多市民参与，他们或无偿提供
冰箱或大量提供饮品，就是为给
在一线的环卫人带去一份清凉。

社会各界对环卫人的关心关
爱形式日趋多样，也更接地气。
如今年春节前夕，宁波报业集团
发起圆梦困难环卫人子女新年压
岁礼包的爱心活动，为城市美容
师和他们的孩子们送上 502 份新
年爱心礼包；宁波市红十字会连
续七年关爱酷暑下作业的环卫
人，累计慰问物资价值 600 余万
元，惠及一线环卫人7万余人次。

城管环卫部门借助高校志愿
者力量，在中心城区设立四个环
卫子女家教基地，爱心义教活动
持续开展；引入“城市因你而
美·新华伴你而行——新华保险
关 爱 全 国 环 卫 人 大 型 公 益 行
动”，新华保险共向宁波市中心

城区 10500 名环卫人赠送人身意
外保险，每人保额10万元；联合
市福彩中心开展“福彩牵手·一
路有你”困难环卫工专项资助活
动，安排公益金 19.2万元，用于
资助困难环卫人。

……
社会关心关爱环卫人队伍不

断壮大，近年来引导爱心企业发
起捐款、为环卫人子女实现新年
愿望、开展“爱心手拉手”感恩
环卫人活动、与贫困环卫子女结
对助学以及高温慰问环卫人等众
多关爱活动正越来越多。

作为对城市大爱的回馈，市
城管环卫部门最近与市文明办、
市公安局、人民银行宁波中心支
行联手建立了城管“环给您”失
物认领联动平台，方便将环卫人
作业时拾拣到的物件汇总归还
到市民的手中，这是宁波将环卫
行业职业优势转化为社会价值
回馈给市民的又一探索。

■甬城大爱温暖环卫人的心

时光荏苒，转眼间2018年接近尾声，我们也迎来了

浙江省第二十二个环卫人节。对于宁波城市环卫人来

说，今年既是平常的一年，又有别于往年的不平常：平

常在于，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刮风下雨，他们依然保

持着起早摸黑的工作惯性，一丝不苟地坚守在自己的工

作岗位上；不平常的是，今年市委作出“六争攻坚、三

年攀高”决策部署，全市上下大力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

治行动，这也给全市的环卫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全省第二十二个环卫人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近

环卫人，感激他们的奉献，倾听他们的心声，让社会处

处都有理解和爱，共同走向更加美丽的明天。

来自安徽，现年45岁的钮为
满和张得朵，是鄞州区环卫中心
福明所的一对夫妻，钮为满在环
卫岗位上工作已有13个年头，妻
子张得朵工作了12年。为了城市
的整洁，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年
华都献给了鄞州区的环卫事业。

“ 高 高 的 个 子 ， 壮 实 的 身
体，憨厚的笑容，干起活来，浑
身上下都有使不完的劲儿。”这
就是妻子口中的丈夫。2005年的
秋天，30岁出头的钮为满来到环
卫大家庭，成为清道班中的一
员。第二年，妻子张得朵也跟随
丈夫来到宁波开始环卫工作。凌
晨 4 时不到，天正黑，夫妻俩便
互相叫醒起床，换上工作服，便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一开始，两
人难免都有些不适应。但这10多
年的时间，让习惯变成了坚守。

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对工
作认真负责，受到领导的肯定；
乐观向上，助人为乐，赢得同事
的信任，10年后的今天，钮为满
已成长为一名清道班的班组长，
管理着20名清道工和驾驶员。

今年春节，钮为满比平时更
为忙碌。保洁员都请假回老家过
节，在岗的人一下子少了很多，
身为班组长的他放弃了自己的休
息时间，投入到工作中。他负责
的区域有400多个果壳箱，“垃圾
清运是不能等的，如果哪天垃圾
桶满了无人清运，垃圾就会溢到
外面，居民的生活环境肯定会大
打折扣”，钮为满说，他希望过
年这个城市都是干干净净的。

正因为有着很强的责任心和
服务意识，他所负责的区域从来
没有耽搁清运垃圾。妻子说，以前
他还要胖，这个春节一下子瘦了十
斤，“工作全当减肥了”。其实，张得
朵工作也不轻松。她负责姚隘路

（兰亭路-汽车东站小路）的保洁工
作。节假日是她工作最忙的日子，

“这里是汽车东站，还是公交车总
站，前面挨着地铁口，人流量大，
到了节假日自然会费力些。”

“辛苦一点没什么，我们环
卫 人 最 怕 的 就 是 因 为 垃 圾 受
伤。”钮为满回忆说，2006 年来
环卫的第二年，在惊驾路收运果

壳箱的垃圾时他的手受了一次
伤。当时他把手伸进垃圾桶，想
快速抓出垃圾袋，但在手接触到
垃圾袋底部的瞬间，顿时感到一
股钻心的疼：原来是袋中的碎玻
璃划破了中指，鲜血直流。为
此，他的伤口缝了有七针。

这样的环卫夫妻档，在环卫部
门还有很多。和全市近2万的环卫
人一样，他们虽然平凡，但他们身上
却实实在在体现了环卫人爱岗敬
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宁愿一人
脏，换来万人洁”的优秀品质。也正
是因为有了他们艰辛的付出，才有
了我们城市的靓丽和优美。

资讯多一点

自我市2012年开展中心城区
“道路清爽行动”以来，更加注
重道路清扫精细化管理水平的提
升，在分工精细化、作业精细化
和考核精细化上都高要求规定，
健全大环卫保洁机制，推广“一
把扫帚”“日洗夜扫”“人机结
合”等作业模式，消除保洁空白
点，实现“从墙角到墙角”的无
缝隙同步保洁。

以前保洁只需管理好道路上
的一亩三分地，清扫干净路面上
一眼看得见的垃圾即可。现在对
环卫人的标准已经不一样了，环
卫人每个人虽然需要清扫的路段
变短，但是要比以前清扫得更加
仔细，烟蒂、瓜子壳、石子等小
东西要清扫干净；绿化带里的各
类垃圾、草坪上的烟蒂要捡拾干
净；空调外机背面的死角位置也
需要清理干净……与此同时，每
天还会安排洗地的车子进行巡
逻，看到脏的路面或者油污污染
地面都需要及时冲洗，有些店铺
多的路段，还会安排专门的车子
对垃圾进行收集。

宁波环卫人的宁波环卫人的
坚守与感恩坚守与感恩
——写在浙江省第二十二个环卫工人节之际写在浙江省第二十二个环卫工人节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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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光荣的环卫人

“垃圾不能长时间堆放、必
须及时清运；环卫设施要保持干
净，不能有异味……”随着城市
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市民对家
里、小区和周边的卫生环境要求
越来越高。

垃圾天天都会产生，那么，
这么多垃圾都到哪儿去了呢？李
敏是一位普通的垃圾清运工，他
的工作就是及时清运城市居民身
边的垃圾。

凌晨三四点，环卫人就上岗
开始一天的垃圾清运工作，为的是
赶在市民上班前把垃圾都清理一
遍。李敏负责着百丈徐家社区的 6
个垃圾房。“天热的时候，生活垃圾
特别多，几乎会占满整个垃圾房，
为了不影响环境，我们就只能多跑
几趟，平时一天清运两次就够了，
垃圾多时就需要跑个三四趟。”

清理完垃圾房只是完成了收
运第一步。接着，李敏需要踩着
清运车把垃圾就近送到垃圾中转

站投放。往往还没到中转站，他
就能看到正排队卸垃圾的人力垃
圾车，垃圾的臭味也开始由淡变
浓。轮到倒垃圾的时候，也是味
道最重的时候，那是一种长期浸
泡着垃圾各种腐烂臭味混杂在一
起的气味，有时会呛得人呼吸困
难。“好在现在清运车和中转站
设施设备越来越好，臭味不会扩
散，就我们接近的人闻得到。”
朴实的话语，体现的却是环卫人
一颗真诚奉献的心。

资讯多一点

垃圾处置设施提升。餐厨垃
圾处理厂已于 6月 21日顺利投入
运行，厨余垃圾处理厂完成总工
程量的 75%，预计年底可投入运
行；海曙转运站、江北转运站等六
大新建垃圾转运站年底前将全部
建设完成，部分已开始投入运行。
此外，自 2017 年启动的居民投放
设施改造行动，累计新改建垃圾

房848座,改造投放点位9984个。
垃圾收运体系逐步健全。我

市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
盖面达 89.5%。其中居住小区收
集覆盖率 71%；机关企事业单
位、学校实现垃圾分类全覆盖。
借助每月 21 日有害垃圾收集日，
完善以“社区定时定点收集、辖
区环卫按需转移、末端工厂定期
运输”的有害垃圾收运体系；可
回收物通过“垃圾分类+资源回
收”模式，实现线上线下回收。
同时，积极培育和引导社会企业
参与废旧玻璃、大件垃圾等低价
值可回收物的回收和利用工作。

规章制度日益完善。编制了
《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草案）》，已完成人大一审；编制
印发《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
方案（2018-2022）》《七大专项行
动方案》，明确了“一年见成效、
三年大变样、五年全面决胜”的
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等。

■把干净送给你，脏臭留给我

感恩篇坚守篇

环卫工夫妇环卫工夫妇

人机结合作业人机结合作业

海曙垃圾焚烧厂海曙垃圾焚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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