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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月 24日夜间开始，我市
迎来了新一轮强降雪。一夜之间，
整个丹阳银装素裹。厚厚的积雪
在扮靓城市、滋润空气的同时，冰
雪路面也让行人、车辆举步维艰，
给交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雪情
就是命令。次日清晨6时许，开发
区城管局继续组织行政执法大队、
环卫处、园林处等各部门开展铲雪
除冰工作，26台待命机械全部上
路，对建成区迎宾路、金陵西路、玉
泉路等部分主干道积雪开始清理，
200多名整装待发的环卫工人、园
林工人等在第一时间奔向清雪除
冰的第一线，用扫帚扫、用铁锹铲、
用铁镐刨，在黎明到来、广大市民
出行之前掀起了一场热火朝天的
除雪大战。

1 月 26 日凌晨 1 时多，室外
纷纷扬扬的大雪刚停，当人们还
在温暖的家中熟睡时，广大环卫
工人已经拿着清扫工具，冒着风
雪、顶着严寒，走上街头开始清除
积雪。此时，地面上落满了积雪，
路灯照上去一片洁白。在这银白
色的世界里，身着工作服的环卫
工人犹如跃动的橘红色火苗，一
点一点“燃烧”不断飘落的积雪，
畅通着城市的大街小巷。

“在今年冬季第一场长时间
大范围降雪来临前，为避免积雪
严重影响城市交通、居民出行，我
区已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
署，未雨绸缪、提前准备，在大雪
来临后紧急启动了破冰除雪应急
预案，全员上阵，集中力量、快速
组织、全力以赴投入到破冰除雪

工作中来。”据开发区城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应对长时间强降雪
天气，城管局及下属单位在紧急
启动清雪应急预案后，还实时根
据清雪工作进展情况，最大限度
调动所有人员、车辆、机械等环卫
设备，合理调配作业时间，规范作
业标准流程，提高清雪效率，确保
辖区整体清雪工作安全、有序、高
效运行。

与此同时，开发区党工委也
率队开启了千人扫雪模式，各部
门、村（社区）干部职工们顶着严
寒，上街扫雪除冰，合力保畅通、
防冰冻。1月 28日上午，记者在
宽阔的金陵西路看到，多名开发
区机关工作人员“全副武装”而又

“小心翼翼”地清扫着非机动车
道。据统计，自 1 月 24 日凌晨，

“破冰除雪行动”开展以来，截至

1 月 28 日，开发区共出动人力
2300 余人次，专用机械车辆 100
余台次，清除积雪 1000 余吨，清
出主次干道30余条，清除冰雪工
作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目前，
清雪除冰工作仍在有序进行着，
开发区城管局也呼吁沿街门店要
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到清雪
除冰“战役”中，为市民及自身创
造一个安全、畅通的出行环境。

众志成城除冰雪 新城“风景”别样美
本报记者 丽娜 通讯员 开轩 李溶 文/摄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陈晓婷 文/摄）大红春联写
起来，新春贺礼送居民。近日，
锦湖社区邀请市书法家协会的8
位老师为社区居民免费书写春
联，给即将到来的狗年带来喜庆
的节日气氛。

活动现场，书法家协会的
8 位老师挥毫泼墨即兴发挥，
不一会儿就为社区居民写出了
一幅幅充满吉祥喜庆、墨宝飘
香的春联，前来领取春联的居
民一边排着队一边欣赏赞叹，
接过春联后小心翼翼地拿到一
旁晾干。“过年前得到这样的礼

物很有纪念意义，从前家家户
户手写春联的年味好像也回来
了，感谢社区的精心组织。”欢
喜之余，居民们纷纷表示，手写
春联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其中
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更有
年味儿，也更富诚意。

在近 3 个小时的活动中，
来自书法家协会的老书法家们
为社区居民免费书写春联 200
余幅和“福”字 300 余张，春联
内容既有挥别鸡年、喜迎狗年
辞旧迎新的美好愿景；也有歌
颂党恩、宏图大展的励志高歌，
深受居民欢迎。

锦湖社区居民迎春纳福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员
王卉 文/摄）近日，“2018迎新春”
当代名家书画展开发区练湖书画
展举办，近百幅出自丹阳本地艺
术家的作品参展。

此次书画展由练湖书画院、
开发区社区教育中心曲阿街道文
体中心联合主办，本次展览汇集
了余康宁、陶伯安、马黎这三位丹

阳本地书画家的优秀作品近百
幅。这些作品内容丰富、立意高
远，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用
艺术的形式讴歌了祖国的繁荣昌
盛，表达了人民群众在新时代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营造出团结奋
进、喜庆祥和的文化氛围。在书
画展现场，书画家们还泼墨留香，
以书画的形式祝福祖国。

名家书画展添“春意”

迎新春掼蛋大赛热力开赛
本报讯（记者 丽娜 通讯

员 尹梦嫣 文/摄）为丰富机关单
位工作人员业余生活，凝聚开发
区人奋力拼搏再创辉煌的精神，
1月21日，开发区举办了迎新春
掼蛋比赛。

据悉，此次掼蛋比赛共有22
支参赛队共计44人参赛。随着
裁判长的一声令下，各参赛者开
始了激烈的争夺厮杀。他们抓
牌、理牌、配牌、记牌，或步步为
营，或成竹在胸，时而爽朗大笑，
时而紧锁眉头。经过三轮的激
烈角逐，最终来自建设局的参赛
队获得第一名。

副市长、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黄俊杰带领干群除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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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霞微泛的黎明到夕晖尽染的
傍晚，从细雨连绵的春天到雪花飘舞
的隆冬，在开发区商业街内，总是可以
看见彭春娥忙碌的身影。

2013年，家住开发区东青村的彭
春娥在将孙子带大后，再次回到熟悉
的环卫清洁岗位。1月 29日上午，记
者来到商业街内，远远地便看见彭春
娥正在弯身清扫路面上的垃圾，因为
积雪成冰，一手拿着扫帚、另一手拿着
簸箕的她步履缓慢。天气寒冷，可她
身上穿的衣物却并不多，“不停地劳动
能驱寒，每天干完活身上都是热乎
的。”再次回到环卫岗位的彭春娥虽然
比起那些已经干了十多年的老环卫工
人来说“资历”尚浅，可无论是工友还
是领导却都对她赞不绝口：“彭阿姨工
作一贯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从不计较

个人得失，与负责区域内的店铺经营
者也都关系融洽。”开发区环卫处清扫
科科长施红霞表示，与一般的道路保
洁相比，由于商业街内店铺众多，随之
产生的垃圾清理任务也较重，多数的
环卫工人都不愿意来这清扫，而彭春
娥却不畏辛劳，踏踏实实地干了四年。

谈及工作中曾遇到过哪些困难和
辛苦，这位皮肤黝黑，习惯了烈日、寒
风、雨雪的老人中气十足地回道：“不
辛苦，自己愿意来干的，再累也不怕。”
旁边的工友们都夸赞，彭春娥的脾气
是真的好，“有一次和她一起在商业街
内清扫路面，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啪’，
我们回头一看，是一袋从高处抛下的
垃圾，袋内溅出的餐汁还溅到了她身
上。”见到这一情景，一旁的工友急了，
正想追上前理论一番时，彭春娥却二
话没说，转身又从垃圾清理车内拿出
扫帚和簸箕，低头弯腰开始清理起
来。在保质保量完成工作的同时，彭
春娥还十分善于总结经验：重点区域
勤打扫、人多之时见空扫、垃圾多时突
击扫、饮食摊旁轻轻扫、灰尘多时压着
扫。

冬季长冻疮，夏天闻恶臭，从一开
始感觉别扭到后来慢慢习惯并坚持做
好，用彭春娥的话说，干一行要爱一
行，既然选择了，即便这份工作不轻
松，却能给人们带来整洁、舒适的生活
环境，心里很欣慰。“看着家乡越来越
漂亮，我的心里也特别敞亮。新的一
年，我得继续尽职尽责，与大家一道为
美丽、文明的丹阳城奋斗发力”。

【十佳环卫工人】

彭春娥：
最脏的岗位干最美的活

周才娣：做环卫工人很开心

今年 67岁的周才娣，干环卫这行
已经近十年了。十年来，酸甜苦辣的
滋味她都尝过，可令她感受最深的，仍
是丹阳人素质的提高，以及打心眼里
的甜。

“还是好人多，有时候在马路上扫
垃圾的时候，不少开车的车主都会减
速慢行，让我感受到了丹阳这座城的
暖意。”周才娣告诉记者，让她感动的
事，不止这一件。“就前段时间的大雪
来说，下雪后，全城上下都在积极除
雪，我也响应号召加入了扫雪队伍，文
明城市靠人人嘛！”令她没想到的是，
几个正在扫雪的机关志愿者在干完手
上的活后，又走到她的分管路段，主动
要求帮忙，还不断对她说“辛苦了”：

“这一刻，我真的是暖到了心里！”周才

娣激动地说道。
也许在旁人看来，周才娣这样的

年纪，为何不选择安享晚年，而是选择
出来工作？“因为做这份工作让我感到
开心。”简单的一句话语，透露出了周
才娣内心的真实想法。记者了解到，
周才娣的家庭和谐幸福，每次下班回
家，都能吃到儿媳做好的热乎饭，而家
人对于她的选择，更是表现出了积极
的态度：“只要她做得开心，过得快乐，
就支持她！”也正因如此，周才娣从曾
经的园林养护、食堂炊事，最终选择了
环卫这行。

周才娣认为，每份工作都有它的
价值，而环卫工的价值，就是城市的美
容师，让城市变得美丽动人。虽然创
建文明城市期间延长了工作时间，但
她却没有怨言，只是埋头把路面清扫
得更加洁净，把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她
说：“城市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家，把家
打理好了，才能以昂首挺胸的姿态迎
接客人。”工作中，尽管有时会面对个
别不讲道理的人的谩骂或者乱扔垃圾
的不文明现象，说不生气是假的，但每
当碰上这样的委屈，周才娣总是尽力
劝说：“城市是我们每个人的家，我们
不光要拾掇好自己，更要收拾、扮靓整
座城市。”

春节临近，这位老环卫工的心愿
也很简单：继续干好本职工作，同时也
希望大家能对环卫这份工作多一分理
解和尊重，比如尽量减少车窗抛物、垃
圾乱扔的不文明行为，从而让城市变
得更加美好。

【最美园林工人】

景金仙：
精心呵护花草树木

城市的靓丽风景少不了花草树木
的点缀，宜居的生活环境少不了绿化
保障。不论酷暑还是寒冬，在开发区
多地的绿化带上，经常有一个忙碌的
身影，她一会儿修草剪枝，一会儿捡
垃圾，忙活不停，即使偶尔有熟人或
者市民跟她说话，她手里的工作也不
会停下。这位“大忙人”名叫景金仙，
是开发区园林处的一名普通工人，负
责养护开发区部分道路两旁的绿化带
工作。

2007年初，景金仙踏上园林绿化
工作岗位，她的工作内容很杂，从幼
苗抚育、修草剪枝、环境卫生到护林
防火、补栽移植、浇灌补水等等。“刚
上岗那会儿，因为不清楚工作环境，
我什么防护也没做，双手常常被割伤，

还有种树时，五、六个人得扛起近三
百斤的大树，回到家腰酸背痛的，哪
儿都不舒服。”景金仙说，从事园林绿
化工作没多久，家人就劝她换份工作，
但不服输的她一口就给拒绝了，“我想
着，别人能做的事自己也能做，干着
干着不就适应了嘛。”

于是，凭着一股认真劲，景金仙
一干便是11年。1月29日下午，当记
者找到她时，她正戴着三层手套、用
围巾遮住半张脸，拿着近两米长竹条
的景金仙正和其他几位园林工人正一
丝不苟地给齐梁路非机动车道旁的绿
植除雪。虽然严寒的天气、湿滑的路
面都给除雪工作带来许多困难，但这
丝毫没有影响景金仙低头干活儿。“这
条路是主干道，要是不及时把绿化带
上的积雪清除了，绿植就会被冻死，
道路的美观度也会降低。”景金仙告诉
记者，最近降雪频繁，她们每天的主
要工作便是打雪，且都是夜间作业。

“晚上6点到岗，先将树上的积雪打下
来，再将地上的积雪清理好，一直到
早上7点半收工。”

虽然在别人看来，园林绿化工作
十分辛苦，可用景金仙自己的话说，

“伺候”花草树木就像是收拾自己的自
留地，是件能令她感到收获满满的事
儿。“我觉得这活儿挺好，我很喜欢。
把小树苗们伺候好了，一年之后就能
长很高，挺有成就感，所以即使风吹
日晒、起早贪黑的也都值了！”

何腊梅：
凭劳动吃饭心里踏实

手戴三层手套、脚踩三层鞋垫、头
裹绿色方巾、羽绒外套外罩着一件单
衣，这是园林工人何腊梅最近工作的真
实写照。“冷，真的是冷。”作为长期在户
外工作的工种，何腊梅早已对寒冷有所
防备，可前段时间在马路上打雪，还是
令她增加了保暖装备。

问起选择园林这行的原因，何腊梅
回答得很实在：为了补贴生活，赚点生
活开销。也正因如此，不论多早要赶到
栽种现场，多晚接到加班通知，她总是
一声不吭地多干好活，把事做完再回
家，用她的话说：“我以前还做过瓦匠小
工呢，和原先比起来，现在这份工作稳
定多了，我很知足！”

平时，何腊梅的主要工作就是以栽

树、除草、平地为主，哪里有绿化美化工
程，她就跟随大部队到哪里去。有时
候，施工地点离住的地方较近，她就能
稍微晚起一点，而大多数时候，施工地
点都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为了能准时到
达，何腊梅总是一早起床洗漱吃饭，再
奋力蹬着三轮车赶过去。在她的印象
中，最远的施工地点是石潭，为了能在
六点赶到，她四点钟就起来了，洗漱吃
饭后，骑了一个小时才到目的地。因为
工作的特殊性，何腊梅一般会在早晨就
把午饭准备好带上，而为了节省时间，
午饭则大多以泡饭为主。

做园林这行，有时不仅会起早，更
会贪黑。一次，尚在下班路上的何腊梅
接到了临时加班通知，尽管还没来得及
填饱肚子，可她却选择了立马回头，赶
去加班地点，直至加班结束，她才拖着
疲惫的身体骑车返回家中。

已经67岁的何腊梅，为何能多年坚
持园林工作？她轻描淡写地告诉记者：
年轻的时候做过农活，起早贪黑是一定
的，只要是为了生活，她就能坚持，毕竟
是凭自己的劳动吃饭，心里感到很踏
实！

虽然何腊梅的言语不多，但她的话
里却透露着对现今的满足：“单位对我
们不错，天热时给我们免费提供开水、
绿豆汤喝，该有的加班费也有，碰上太
远的地方、工期又长时，也会带我们集
中乘车前往，我想我会继续做到不能做
了为止。”何腊梅有些腼腆地说道。

编者按：环卫工人和园林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是播种美的使者。他们用勤劳的双手，辛勤的汗水，浇开了城市的
文明之花；他们起早贪黑，风餐露宿，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自吐芳华。但是，开发区没有忘记这样的群体，评出了

“十佳环卫工人”、“最美园林工人”。本刊特选登部分代表的优秀事迹，以此作为对这一群体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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