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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三岁半”：光靠环卫工人什

么用？一个月那么点工资，还起早贪

黑的，重要的是个人素质。

网友“小龙”：曝光，让他们也去

做回清洁工。

网友“江南雾雨”：说到底还是素

质太低，就好像穿过绿化带过马路一

样，既破坏绿化还不安全，有些地方

用护栏网拦着，还是有人翻过去。我

就不懂了，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办！难

道就差这几步路吗？对这样的人应

该来点处罚。

网友“法海也上网”：垃圾桶分布

确实要合理安排，某些个人行为更要

纠正过来。不要贪图自己方便，随手

一扔，破坏富阳街道环境。请多走两

步，垃圾进桶！

网友“茶韵”：主要还是教育有问

题，那些出去秋游的学生团队也是随

地乱扔垃圾。

网友“上善若水”：堵不如疏，有

投置垃圾需求，就应配备垃圾桶。

网友“瑶瑶”：是应该管管了，我

住大源镇新菜市场东大门，大门口总

有人扔垃圾。立牌禁止扔垃圾，但还

是不行。我自己掏钱装了两个监控，

仍旧管不好。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胡卫东)
昨天上午10点30分，伴随着富中码头轮
船汽笛一声鸣响，东洲流动老年食堂的
盒饭乘坐轮渡首次进了新沙岛，岛内 6
名90岁以上老人和一名80多岁残疾老
人吃上了免费午餐。

东洲流动老年食堂是全区首创，街
道老龄办牵头，将辖区内各村老年食堂
集中起来，由顺园餐饮统一配送，让街道
内 200 多老人足不出户就吃上了热乎、
安全的午餐。这一举措弥补了各村老年
食堂因人力不足维系困难的处境，让老
年食堂真正运行起来。

为了让新沙岛上的老人能吃上热
乎、健康的午餐，新沙岛村老龄会 71 岁
的羊会长动了不少脑筋：村里自己开火
得有专门烧饭人员和管理人员，而且不

少老人腿脚不便也不愿外出吃饭。考虑
再三，他打算尝试加入流动老年食堂。

“饭菜我早就去了解过，安全卫生，口味
也不错，比村里自己烧要方便很多。”羊
会长说。

隔着一条富春江，让新沙岛仿佛世
外桃源，让不少游客心生向往，但也就是
这一江之隔，给配餐带来了麻烦。第一
次送餐，羊会长和助老员羊树升一同前
往接应。由于顺园餐饮每天中午都要送
餐到富春一小，羊会长同送餐人员约定，
就在离富中码头不远的富春一小门口领
午餐。

当天上午10点10分左右，羊会长和
羊树升从餐车上取下了7份给老人的午
餐。第一次送餐，羊树升在送餐单上签
下自己的名字后，小心翼翼地将午餐放

上电瓶车前面的踏板上。“今天也没考
虑到位，等明天过来，我就带个泡沫箱
子，给老人家的午餐保温。”羊树升说。

从富中码头到新沙岛的轮渡白天
每隔十多分钟一班，羊树升和羊会长运
气不错，到码头后才两分钟，轮船便启
动出发了，5分钟左右就到达了新沙岛。

他们送的第一位老人名叫姜彩娟，
98岁，是岛上最高寿的老人。不过，老
人家看上去才 80 来岁的样子，耳聪目
明，身体健朗。看到羊树升将午餐放到
桌上，还帮她打开，姜奶奶感慨：“现在
政府真是好啊，我们都享福了。”

据了解，目前除了东洲街道和场口
村，春江街道也加入了流动老年食堂队
伍，街道内9个行政村100多位老人都
吃上了流动食堂送上门的午餐。

市民提出5条建议，部门回应将积极采纳
也有不少市民表达了这样的疑惑——

果壳箱难道不是垃圾桶吗
记者 何芳芳通讯员 张永华

11月27日，本报《民生议事厅》栏目关注了

城区西堤路69号、90号、104号三处果壳箱成为

垃圾站的现象，记者通过走访沿街住户、店铺，查

看监控视频，采访环卫工人、城管队员、社区工作

人员，了解这一问题的由来，并邀请市民就“文明

习惯如何养成”发表看法。

经本报官方微信（账号fyrb63344556）投票、

讨论，市民提出意见建议，相关单位做出回应。

西堤路上的这3个果壳箱位于西堤
路开源路口北面，90号果壳箱正好在公
交车站牌下，69号果壳箱在对面公交车
站牌旁，104号与90号果壳箱同侧且仅
相距10多米。

大约两个月前，这些果壳箱旁的生
活垃圾突然增多。经多方采访，原因主
要有三个，一是西堤路实行“撤桶入巷”
管理，沿街市民未能适应，看不到街面

上的垃圾桶后，就把垃圾扔到了果壳箱
旁。二是这一带出租户的增加，生活垃
圾数量相应增加。三是当有一个人把
垃圾扔到果壳箱旁后，在“破窗效应”的
影响之下，更多的人跟着把垃圾扔到这
里，于是堆成了山。

沿街的商户也反映，相比于9月份，
这段时间垃圾乱扔的问题有所改善
了。因为，环卫、城管、社区已经做了不

少工作。比如城南环卫所派人定点管
理了20多天，城管城南中队向沿街商户
上门发放告知书并劝诫，社区则对沿街
住户进行上门劝导，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了分类垃圾桶的位置。但市民已经形
成的习惯一时间无法彻底扭转，三个果
壳箱在清晨时分还是“垃圾围箱”。

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乱扔垃圾的不
文明行为？如果你是城管、环卫或社区
工作人员，有什么好点子来解决这些乱
扔垃圾的现象？“民生议事厅”发起话题
讨论，请市民通过富阳日报官微讨论。

我们设置了一个多项选择，“你认
为应该采取以下哪几项举措？”投票结
果按照票数高低排序如下：

在正对街面的居民楼道内摆放垃

圾桶：37%。
根据线索查找乱扔垃圾者进行处

罚：21%。
在果壳箱旁设置“请勿丢弃生活垃

圾”提示牌：13%。
派人员或志愿者定点管理直至养

成习惯：14%。
环卫加大保洁力度和频率：12%。
本报将这几条措施建议反馈给相

关单位，他们表示将积极采纳。社区已
经在制作提示牌，近日将安装，同时安
排志愿者定点劝导；环卫将把沿街垃圾
收集线路、时间广泛告知，提高垃圾收
集率；城管将配合执法，查找乱丢垃圾
行为当事人。

城西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各项措施
实行一段时间，如果还不能解决，会考
虑在居民楼道内摆放垃圾桶。

在网友回复中，听到较为集中的一
个问题：“果壳箱不是垃圾箱吗？里面
放不下了，放在旁边为什么不行？”

区环卫处工作人员对果壳箱和垃
圾箱（垃圾桶）的区别做了解释。

根据《市容环境卫生术语标准》《城
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等环境卫生
管理法规标准，对果壳箱、垃圾桶等环
卫设施功能、设置标准都有明确规定。

果壳箱（即果皮箱）：设置于道路和
公共场所等处供人们丢弃废物的容

器。满足行人生活垃圾投放的需要。
设置标准为50—100米/只。

垃圾箱（即垃圾桶）：收集家庭、单
位产生的生活垃圾的容器。既要方便
居民使用、不影响城市卫生和景观环
境，又要便于投放和清运。设置标准为
垃圾收集点服务半径不超过70米。

环卫处工作人员说，原来是倡导生
活垃圾扔进垃圾房，随着垃圾分类工作
的推进，分类垃圾桶取代垃圾房，走进百
姓的日常生活。这些分类垃圾桶分布在

社区居民楼间，服务于每一户家庭。
而沿街店面产生的垃圾主要通过

垃圾车定时集中收集解决。从 2003 年
起，为了妥善解决城区沿街店面生活垃
圾投放问题，环卫处推行了沿街垃圾收
集音乐线工作。目前，城区共设置沿街
垃圾收集音乐线6条，每日作业两次，时
间为8：00—11：00，14：00—17：00。西堤
路“撤桶入巷”后也纳入音乐线作业，沿
街商户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将垃圾投放
到垃圾车中。

坐着轮渡渡过富春江 免费午餐送上新沙岛
除了东洲和场口，春江街道也加入了流动老年食堂队伍

本报讯（见习记者 凌一览 记者 徐丽
亚 通讯员 吴颖珺）“我承认自己是个烦得
不得了的病人，可他们从来没有半点火
气，每次都不厌其烦、态度热情地帮助着
我，希望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恢复。这
些医护人员，不是亲人，胜似家属。”

她叫舒笑笑，安徽人，就像名字一样，
爱笑、乐观、坚强。十几年前，笑笑嫁到了
富阳，很快就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一家
人其乐融融。

然而一次不经意间的吐血，打破了这
个家庭的平静……

两次大手术，她挺了过来
2008 年 4 月 20 日半夜，当时 29 岁的

笑笑突然大量吐血，被紧急送到了富阳人
民医院抢救。

经急诊检查，笑笑胃部大出血，必须
立即手术。第二天早上，笑笑被送进了手
术室，历时5个半小时，切除了大部分的
胃。

“术后的病理切片检查报告，证实了
我们之前的怀疑，笑笑是胃癌，恶性程度
比较高，必须化疗。”当时参与手术的富
阳一院心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冯侃回忆
说。

“经历了，才体会生离死别的肝肠寸
断和撕心裂肺，舍不得太多的东西了，更
何况我真的还年轻，才29岁。”笑笑这样
描述自己的第一次手术。

之后的 6 次化疗中，笑笑挺过了恶
心、呕吐、白细胞降低、免疫力下降等不良
反应的折磨。从手术、化疗中恢复过来的
笑笑，就这样平平静静过了5年。

2014 年，一张报告单打破了笑笑平
静的生活，一系列的抽血、CT拍片检查结
果证实，笑笑的胃癌复发了，等待她的将
是第二次手术切除全胃。

痛哭一场之后，笑笑第二次接受手
术。

这次的手术历时4个半小时，切除了
全部的胃，过程很顺利。术后为了巩固手
术效果，笑笑再次接受了6次化疗。

“不是亲人，胜似家属”
第二次手术后的5年间，笑笑一直坚

持定时复查，各项指标都保持得不错，与
医生也成了好朋友。

两个月前，正在老家安徽探亲的笑
笑，发现自己脚肿得发亮，穿不进鞋，整个
人乏力、浮肿，身体变得糟糕起来了。

“10年了，我是不是又要面临一次与
死亡的斗争了？”对着镜子中的自己，笑笑
很害怕，她给冯侃发了微信。

没有看到本人，冯侃也无法准确判断
具体病情。为了不耽误病情，笑笑从安徽
赶回了富阳，直接到富阳一院找到了冯
侃。

“血色素1.8克，血红蛋白38，是重度
贫血，不是癌症复发。因为切除了全胃，
影响身体里维生素B12的吸收，引起了造
血困难。”拿到检查结果，冯侃告诉笑笑。

松了一口气的笑笑，住进了富阳一院
心胸外科，在接受了输血、补充维生素等
一系列治疗后，浮肿慢慢消退，指标也开
始恢复正常。

出院之后，笑笑给冯侃发了一篇长微
信，才有了文章开头的那句话：不是亲人，
胜似家属。

“胃癌是消化系统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之一，死亡率位于第二位。作为患者来
说，笑笑是非常乐观、坚强的，两次大手
术，12 次化疗，全部坚持下来很不容易。
而且她和家人都非常信任医生，积极配合
治疗，对术后的恢复有很大的帮助。”冯侃
说，“胃癌手术后10年了，还能这样健康
地生活，在医学上也算是一个奇迹。”

报道回顾：果壳箱为什么成了垃圾站

市民建议：合理设置垃圾桶、处罚措施投票最多

市民误解：把果壳箱等同于生活垃圾桶

网友声音

患者笑笑写了封信

抗癌十年
感谢医护人员

“不是亲人胜似家属”

本报昨日报道版面环卫工人清理垃圾

羊树升（左）载着给老人的免费午餐下轮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