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 井
责任编辑/熊先军 编辑/何洪金 美编/曾晓华 校对/郑国耀

082021年8月6日 星期五

●广告受理地址：市中区铁门坎巷33号514室 电话：2116999 ●乐山报广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833）2271707 地址：乐山市中区海棠路818号 ●邮政编码：614000 ●零售价：1.00元 网址：http：//www.lsrbs.net


























































 老人故事老人故事

漫画漫画

本组漫画由田志仁 作

欢迎乐山本土作者赐稿
电子邮箱：313487468@qq.com

老李说，作为农民，这辈子最骄傲的
就是把一双儿女培养成了大学生，都在城
里落户安家了。

现在，老李最期盼的就是逢年过节，
孩子们一家子高高兴兴地回来，儿孙绕膝
其乐融融，邻居们也一个劲地夸赞老李夫
妻终于苦尽甘来，让人羡慕。这时老李和
老伴儿总是笑得合不拢嘴，心里不知道有
多舒坦……

老李夫妇刚六十出头，身体比较硬
朗，但孩子们还是越来越担心，如果父母
不早点来城里，以后会更加不适应的。何
况父母辛苦了一辈子，不能时时刻刻在身
边照顾，往大的来说，那是不孝，往小里面
看，也不安全，万一父母有个头疼脑热的，
也没人照顾。所以，这几次回家，孩子们
总是劝说父母搬到城里和自己一起居住，
可是老李和老伴儿总说城里住着不习惯，
闲得慌……

老李和老伴儿的理由确实够充分，每
次老两口到城里住不了几天，就心里慌，
浑身不舒服。总是说家里种着这养着那，
反正就是要回去。孩子们也没有办法，总
不能生拉硬拽吧，还得慢慢来。

又到了暑假，老李大儿子家没人看孩
子，没办法，再难也要帮儿子照顾好孩子，
老李和老伴儿商量，一人去看一个月。

第一个月，当然是老李先去了。老李
在家干农活儿可是一把好手，山上的庄稼
那是种得一个顺溜，但可别看老李是个大
男人，家务活儿也收拾得巴巴适适的。不
然，老李咋会是村里出了名的好男人呢。

老李到了大儿子家，自然接手了家务
活儿，把大儿子家也收拾得干干净净、整
整齐齐的，一日三餐也准备得妥妥当当
的，不过大半个月翻来覆去就弄那几个
菜，可大儿子一家子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的，一再夸赞老爸的饭菜做得好。

殊不知，在老李来之前，老李大儿子
一家已经达成攻守同盟，不能给老李“挑
刺儿”，要让老李适应城市生活，有存在
感，让他觉得在儿子家里也是“一把好
手”。

老李是个勤快人儿，闲不住，儿子家
的那点活路三下五除二就干完了。孙子
们除了学习，不是看电视，就是打游戏，也
说不上几句话。闲来，老李只有到楼下瞎
转，老李上下楼多数时间是走楼梯，不坐
电梯，说这样可以锻炼身体。

这天，老李又走楼梯下去转悠，发现
楼梯通道卫生打扫得不够干净。老李想
都没想，回家拿上卫生工具，把楼梯通道
从底楼一直打扫到顶楼，孩子们住的那层
的楼道也一并打扫得亮亮堂堂的。一阵
忙活下来，老李出了一身大汗，回家洗了
个澡，感觉浑身舒坦多了。

这样一来，老李隔三岔五就去打扫楼
梯通道卫生，住户们还在业主群里说，为
什么我们这个单元的楼梯通道突然变得

这么干净，还以为物业提高了服务质量。
但其他单元的业主说，他们的楼梯通道卫
生还是一如既往，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这
把大家都搞蒙圈了。

这天中午，老李大儿子有事回家，正
好看到老李一个劲儿地打扫楼梯通道卫
生，本想上前劝说，小区卫生有专人打扫，
我们都是出了物业费的，没事儿多休息之
类的话……可还没有等他开口，老李却
说，自己找到了一个最好的锻炼身体方
法，既把卫生打扫了，又出了一身大汗，一
举双得。

老李大儿子本想再说点什么，但脑子
里突然一闪，有了一个好想法，“爸，这是
为民办好事，又可以锻炼身体，你慢慢打
扫……”说着，回家拿上东西就上班去了。

晚上回来，大儿子找老李说，小区物
业说正好保洁人员有一个人不干了，说老
李打扫卫生是一把好手，想请他顶替当一
名保洁员，专门负责这栋楼这个单元公共
区域的卫生保洁，工资一个月 1500 元。
老李想了想，这个事儿可以，既能照顾家
里又能挣钱，就答应了。

就这样，物业公司还专门给老李配发
了一套保洁服装，老李也干得兢兢业业
的。从此，这个单元的卫生比以前好多
了，业主们一致夸赞物业公司这次终于请
到了一个好保洁员，其他单元的业主还到
物业公司办公室反映，也要请一个这样的
保洁员打扫他们单元的公共卫生。

老李就这样干上了城里人的活路，月
底还如期领到了工资。他还多次给老伴
儿打电话，说城里的活路安逸，农村辛辛
苦苦干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老李这
些话，早就被儿子和儿媳妇听见了。

“爸，物业公司说还需要请一个保洁
员，你是不是动员咱妈也来支援一下
……”这天，大儿子突然对老李说。老李
想了想，物业公司这帮人也不错，没嫌自
己老了，现在人家遇到了难处，于情于理
都该帮帮。老李立马动员老伴儿来帮
忙。没过多久，老李请假回老家安排了一
下，就把老伴儿接到城里和自己一起干上
了保洁员。

慢慢地，老李和老伴儿也适应了城里
的生活，不再吵吵嚷嚷回老家去了。

这天，物业公司负责人找到老李的大
儿子，说：“你父母的工作得到了业主们的
一致认可，我想把你父母转为我们公司的
正式保洁员，工资每人每月2000元，因为
年龄过了，只能买意外保险，其它的就买
不到了，你看成不成……”

老李大儿子说：“成，但你要替我们保
密，不要说以前他们的工资是我先给你们
的……”

“知道知道，对你的这份孝心我们也
十分尊重，这也是我们把你父母转为正式
保洁员的原因之一。保密，一定保密
……”两人会心地笑了。

小区保洁员
雨阳

人靠自修 树靠人修

人怕私 地怕荒

人前争长短
人后说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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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薇）4日，记者从乐山城投集
团获悉，随着地下埋管工作的完成，通棉路内涝整
治工程（成乐高速乐山北收费站-鹤翔路路口段）
暨瑞雅路至龙游路北段综合整治工程（以下简称
通棉路整治项目）乐青路至瑞祥路口段半幅施工
已进入尾声。

当日，记者在通棉路整治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
人顶着烈日抓紧完成收尾工作。目前，瑞祥路至乐
青路路口左幅地下管网的埋设已经完成，路基已经
成型。

“按照计划，在本月25日左右完成第一层沥青

铺筑后，将临时开放左幅的交通。”据该项目副经理
李敏介绍，下一步将对这一段路的右幅进行混凝土
破拆及各种管网的开挖和施工。

据悉，为解决中心城区棉竹、青江、通江三大片
区的内涝问题和道路破损问题，今年5月20日，通棉
路整治项目正式动工，通棉路实行半幅封闭施工作
业。通棉路整治项目起于成乐高速公路乐山收费
站，止于鹤翔路龙游路路口，全长约5.74公里。工程
不仅会对雨污水管网进行改造，路面也会将原有的
绿化带和非机动车道整合为慢车道，改造完毕后将
形成双向六车道的路面。

通棉路半幅施工区域
本月下旬将达到通车条件

本报讯（记者 吴薇）当前，我市已进入汛期，高温、暴雨、雷电等极端天气增多，给
建筑施工带来诸多不利因素，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

为切实做好全市住建行业极端天气防汛减灾工作，近日，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下发《关于切实加强汛期极端天气住建领域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各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强化管控以下六大工作重点。

●将城市道路、下穿隧道排水，城区低洼地带防内涝，垃圾填埋场等环卫设施防
坝体溃坝、渗滤液泄漏，城市建成区内建筑垃圾等废弃物堆体防垮塌，城镇燃气场站
避雷、防塌陷等作为重点，加强排查管控。

●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地下车库的排水设施、配电室、发电设施、燃气管线等
重要设施设备及其他易受水浸区域的安全防护，加大地势低洼易积涝区域和山洪泥
石流灾害易发区排查力度。对受汛情影响的高危区域的房屋，及时进行隐患整治。

●加强对城市山体公园、公园绿地内的大型堆土山体、危石及假山雕塑、滑坡地
带等隐患的排查，加强园内各类用电线路设施的安全防范。针对正在开展的市政设
施、城镇燃气、排（污）水处理厂站等市政公用行业安全生产大检查，对可能存在的安
全隐患的数量和状况，及时下达整改通知，做好跟踪落实，将不安全因素及时排除，
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要把预防深基坑、高边坡、高挡墙、脚手架防坍塌，建筑起重机械倒塌，临山、
临河、临沟渠建筑施工工地及其工棚预防山洪、泥石流灾害，建筑施工用电防触电等
作为重点防控，保障汛期施工安全。雷雨、大风天气要严控户外施工作业，注意深基
坑稳定、地下室积水，脚手架、起重机械防雷避雷等情况，不安全不复工不生产。

●要把预防地基沉降、山体塌方、洪水、泥石流等灾害造成农村住房及古镇古村
落、乡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安全隐患作为防范重点，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

●要确保应急抢险工作中的人员自身安全。特别是聚焦给排水管网、地下管
廊、挖孔桩等有限空间抢险作业安全管理，人员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前要探测有害气
体浓度和支护安全，人员进入有限空间要佩戴防毒面具，出现缺氧、中毒和可燃气体
浓度超标等情况时，要先通风、再施救，避免出现群死群伤事故。

六大重点强化管控
乐山加强汛期极端天气住建领域安全工作

本报讯（记者 钟成甲）近日，记者从乐
山市应急委办公室获悉，预计8月全市自然
灾害风险水平较常年总体偏高，总降水量较
常年均值正常略偏少。需重点预防暴雨引
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强对流天气、新冠疫
情、动物疫情和农作物病虫害等。

据了解，7月我市共遭受3次洪涝灾害
和一次风雹灾害，73506人不同程度受灾，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6447.62万元。根据相
关部门综合判断，8月全市自然灾害风险水
平较常年总体偏高，主要灾害风险为暴雨引
发的山洪和地质灾害、强对流天气、新冠疫
情、动物疫情和农作物病虫害等，对群众生
产生活、交通运输、通信电力、油气管道等重
点行业领域生产安全造成的不利影响。

预计8月，我市总降水量较常年均值略
偏少，平均气温较常年均值偏高约1.0℃。
但进入8月山洪地质灾害防范关键时期，我
市山洪地质灾害总体发生风险较高，防治形
势更加严峻。据气象部门预测，我市8月将
有5轮降雨天气过程，夹江县、峨眉山市、市
中区等降雨集中区和沐川县、马边彝族自治
县、峨边彝族自治县、金口河区等沿山地区
需重点防范。

而根据8月省、市气象降水趋势预测，
受降水及上游来水影响，我市境内江河可能
发生2～3次洪水过程，大渡河、岷江会发生
一定量级洪水，青衣江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
的可能性较大，受境内局部暴雨影响，部分
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戒水位可能性较大。

我市8月预计迎5轮降雨

灾害风险偏高

好消息

项目施工现场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