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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炎炎，照射着奋斗者的足迹；汗如雨下，挥洒出幸福的模样。近来，济宁迎来持续高温
天气，本报记者分赴鲁南高铁建设者、社区工作者、机场机务人员等基层工作者身边，体验他们
看似普通却又让人感动、震撼的工作，讲述他们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用执着、热情和坚守奋斗的故
事。火热的季节里，他们拥有一颗火热的心，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8 周年之际，让我们共同为这些
一线党员鼓掌喝彩！

竹竿巷社区党委书记张宝芳走路带风、
面颊带汗，
用眼里活、
脑中智、
手里招干好社区工作，
赢得百姓信任——
—

“老百姓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
□

本报记者

姜国乐

王浩奇

“打天下坐江山，一心为了老百姓的
苦乐酸甜；谋幸福送温暖，日夜不忘老百
姓康宁团圆……”6月21日6点半，夏至的
晨曦斜过古老的东大寺屋顶，洒进老运河
畔的竹竿巷里，竹竿巷社区居委会前的广
场上传来了激昂的歌声。20分钟前，由社
区居民、志愿者和“两委”干部组成的30
人的队伍在这里快速集结，一场精彩的
“快闪”唤醒了沉睡的济宁城。
“老百姓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老
百姓普通的一天，我们都要认认真真对
待。今天以‘快闪’的形式开启一天的工
作，就是为了激发大家为老百姓服务的动
力，干好一天工作。”短暂的表演后，社
区党委书记张宝芳和其他同事、志愿者立
即投入各自工作当中。
“社区文化广场有块地面少了一块瓷
砖，今天上午就要把它补上，防止绊倒居
民”“有几棵树根处和绿化草坪里有垃
圾，要赶快清理完毕”“路边人行道和小
区院内有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现象，要及时
摆放整齐”“电线杆上有人乱写乱画，物
业要及时清理覆盖”……张宝芳像往常一

样，先在社区溜达了一圈，将发现的问题
一一记录在本子上。然后，按照责任权
属，通过打电话、发微信的方式通知对方
及时处理。
“干好社区书记，不光要嘴勤、腿
勤，更要眼里有活，脑中有智慧，手里有
招。”捡个烟头、扶扶老人、叮嘱几句店
铺老板……在社区溜达的过程中，一些简
单的事，张宝芳就直接伸把手干了，就像
对待自己的家。
上午9 点，张宝芳带着南慧丽、蔡丽
两位社区干部到所属任城区越河街道办事
处参加党建工作会议。从街道回来，张宝
芳没回办公室，而是直接去了太白小区22
号楼后边的下水道改造工程现场。因为社
区内很多是老旧小区，居民下水道和饭店
下水道共用，造成堵塞。应居民要求，社
区对16号楼、22号楼等下水道进行改造。
张宝芳不放心，一有空就到现场盯着，监
督工人把工程干扎实。
上午11点半，张宝芳突然接到了望湖
小区3 号楼麻建伟的电话：“张书记，我
家楼下化粪池堵了，你快来看看吧！”张
宝芳撂下手机，立即从正在改造的下水道
中爬上来，一边联系物业，一边急匆匆地

往望湖小区赶。张宝芳走路带风，记者得
加紧脚步才能跟得上她的步伐。到了现
场，她迅速调来吸粪车，疏通了化粪池，
同时安排人将居民自行挖出来的堵塞垃圾
清运走。“楼下终于不臭了，真是谢谢张
书记！”居民现场叫好。
刚从望湖小区出来，张宝芳接到举
报，社区文化广场上，垃圾没有及时清
理，居民继续往上倒，越积越多，地上撒
的都是垃圾，引得苍蝇满天飞，影响了社
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张宝芳到达现场时，
已是中午12点，她和社区“两委”干部共
同清理了半个小时，热得大汗淋漓，错过
了午饭时间，“我们不计较时间、地点，
啥时候有活啥时候干。”张宝芳说。
中午简单垫了些饭，张宝芳打算回办
公室休息一会儿。刚坐了不到20分钟，太
白小区的李姨打来电话，她家楼道里的电
线一直在打火，非常危险。“您先别着
急，现在就去关掉家里的总电闸，防止引
起火情……”张宝芳一边指挥对方怎么
做，一边一路小跑赶往现场。原来，打火
是因电线老化而致，居民慌得手忙脚乱，
首先想到的就是张宝芳。张宝芳及时联系
了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对电线进行了更

换。

下午2 点半，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气
温飙升到36℃。张宝芳顶着烈日到位于社
区内的东大寺调研社区文化建设。东大寺
管委会副主任何岱新告诉她，夏天到了，
社区健身园和东大寺里有几棵树上的虫子
多了起来，影响居民生活和游客参观。张
宝芳立刻联系街道负责环境卫生的工作人
员，进行喷雾打药灭虫。等她离开东大寺
的时候，事情就解决了。
下午4点，张宝芳协助城管工作人员对
社区进行创城拆违的专项检查。在竹竿巷，
有位门市部的老板每天卸货时间较长，影
响了道路通行。在张宝芳的协调下，对方答
应以后会找人帮忙加快卸货速度。
“每天在社区面对的大多是家长里短
的小事，但凡是影响老百姓正常生活的
事，我们都要靠上去。”这天，张宝芳一
直忙到下午6 点，身上的衣服不知被汗浸
湿又晾干了多少次。下班了，记者说，
“这回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了吧。”她笑着
说：“干这一行，很少有休息的概念。”
果然，晚饭后，她又召集社区干部开会，
向大家传达上午街道党建工作会议的精
神……

403榀梁箱，1612个支座，每天4点起就要一个个地“踩”下来，确保“桥肚子舒服”——
—

李海波：当好高铁上轨前“把关人”
□

本报记者
本报通讯员

孟一
袁鹏

姜国乐

“哥几个都醒醒了，开工开工！”6
月20 日凌晨4 点，盛夏的天光刚露出一抹
深蓝的晕影，李海波就在匆忙的闹铃声中
爬了起来。更换衣服、整理装备，不到半
小时，负责鲁南高铁日照到曲阜段路基外
部环境静态验收的小分队就从宿舍赶到了
工地。李海波整了整安全帽上的头灯，一
股刺眼的白光瞬间穿破黎明前的黑暗，昭
示着新一天工作的开始。
当旅客们坐在飞驰的高铁列车上，穿
越沿线桥梁，静静欣赏窗外风景的时候，
可能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脚下的高铁桥梁
“肚子”里有一条被称为“梁箱”的空荡
通道。这个腔体内的每一个螺丝，每一条
管道都关系到高铁运行的安全。作为高铁
通车前静态验收中的一部分，李海波把每
一次的梁箱和桥墩检测都看得很重。
记者随队从桥墩顶部检修口爬入梁
箱，发现梁内呈倒梯形，一眼望去，仿佛一
条没有尽头的隧道，手电筒的光很快淹没
在黑暗中，只有梁壁上的通风孔和每隔32
米两个梁箱间的缝隙能透进微弱的光线。
而温度也从户外舒适的清晨温度一下拔了
上来，只是攀爬的空当已经出了一身汗。
“因为混凝土的热传导效率很低，梁
箱就像个温度不断升高的蒸笼，再加上通
风孔很小，活脱脱一个桑拿房。”李海波
说，箱体里，封闭住的高温一整晚也冷却
不了，进来就是30多度，到了中午更能升
到四五十度。
在高铁建设中，大多数的箱梁设计为
32米，每32米会有一个支撑桥体的桥墩，需

□记者

孟一

报道

在梁箱内，李海波(右)正在对内壁进行检测。
要从一个狭小的孔洞中钻下去，才能下到
桥墩顶部，而连接桥墩和桥梁的“支座”、也
是关键的受力点，就在这个地方。李海波顾
不得多说话，在梁箱内的螺丝和边角上一
路敲敲打打，仔细检查着每一个细节。在他
看来，静态验收是高铁上轨进行动态检测
前的最后一道关口，是对建筑结构质量的
硬性把关，直接决定了高铁敢不敢上路、
敢不敢提速，容不得出半点差错。
403榀梁箱，
1612个支座，硬件固件的检

测是一项枯燥又离不开耐心和细心的工
作。记者看到，工程员们不停地用小锤敲击
支座上的螺栓，检查是否松动，一个螺栓需
要敲击3—4次，
“ 每一班岗，至少要敲上3000
多次锤子”，1988年出生的李海波已经在铁
路线上工作了7 年，他直言，刚接触桥梁检
测时下班后经常手酸得抬不起来，而且支
座周边的空间极其狭小，很多时候需要一
边屈身一边抬头才能完成检查工作，而脚
下经常是几十米高的悬空，很是吓人。

“这块地方虽然又小又憋屈，但至少
能够呼吸到外面的空气，比较舒服。”李
海波说，有时候赶工期，他和工友们就会
选择在桥墩上扒两口午饭，缓缓劲再重新
回到梁箱里走下去。
每次检查，至少要在梁箱内行走10公
里，并在黑暗的环境内检查、记录，到了
梁体连接处再顺着检修口下到桥墩，开始
对支座部件和混凝土的检查，这套动作一
天最少要重复50多次，可只有用自己不变
形的动作确保“桥肚子”舒服，才能让旅
客“把安全放进肚子里”。
铁路工作天南海北、常年在外，李海
波也不例外。午餐时间，他聊到了自己的
小家和对父母妻儿的亏欠。工作之初，家
住河北邯郸市的他被分配到青海、甘肃的
项目部，常年和妻子分居两地，连孩子一
周岁的生日都顾不得回家。2017年，难得
的机会让他来到曲阜参与鲁南高铁的工程
建设，这也是他第一次在离家这么近的城
市工作。
“当时就想借着这个机会把媳妇
‘骗’到曲阜来，好歹也能帮她看看孩
子。”提起在曲阜一年多的宝贵家庭生
活，李海波笑呵呵地说，在他的“威逼利
诱”下，妻子咬牙辞掉工作来曲阜租房带
孩子，虽然自己的负担重了，但也终于享
受到了家的味道。
“家”是铁路工作者们最深的眷恋，而用
心做好自己的工作、起到一名共产党员应有
的模范带头作用，就是李海波心中对自己小
家和铁路线上万千乘客这个大家最好的付
出。午后，李海波回到项目部，仔细梳理上午
检查时发现的隐患，并进行上报，为鲁南高
铁的正式通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被200℃的热源“包围”，一天签几百次名字，保证零差错、零失误——
—

朱贺：守好飞行安全的最后防线
□

本报记者
本报通讯员

赵德鑫
王 晨

吕光社

191 、198 、200 、207 ……伴随着飞机
轰鸣的响声，温度检测仪上的数字也迅速
地跳至200 ℃以上的数值。6 月22 日13 时，
记者与济宁曲阜机场有限公司运行保障部
机务队队长朱贺一起站到了刚刚降落的一
家空客A320飞机的轮胎旁边，一股股热浪
迎面扑来，一颗颗豆大的汗珠从朱贺的脸
庞滑落，而这只是对飞机进行检查维修的
开始。
“飞机降落后，不管是轮胎还是发动
机都达到了几百度的高温，我们需要在这
些热源的‘包围’下完成检测工作。”朱
贺告诉记者。从机头开始，再到右侧机
身、发动机、轮舱、机翼、机尾再到左侧
进行检查，一圈下来朱贺的衣服已湿透
了。拿起手中的温度检测仪，对准停机
坪，记者发现地面的温度已达到了50℃。

“我们要在过站航班抵达前15分钟到
岗，在机位周围检查，检查内容主要包括
地面外来物、拖杆、轮挡数量，之后做好
所有保障准备。”朱贺告诉记者，飞机降
落后，机务人员要用手势引导飞机准确停
靠停机线，“飞机发动机关闭后，我们要
摆好轮挡，等飞机刹车松掉，我们放好防
撞柱，客梯车才能靠近。”
每一架飞机抵达后，朱贺都要按照过
站工单上的内容为飞机作检查。记者拿起
朱贺手中的空客A320 检查工单发现，整个
工单有9 页56 项内容，从机头到机身，每一
项都需要进行仔细的检查，每检查好一项
内容，就需要在对应的一栏内签上朱贺的
名字。
“ 一般每天都要检查十来架飞机，算
起来一天要签几百次名字，有的机务工程
师刻个印章来签名，我还是习惯手写签
名，感觉更郑重一些。”朱贺说。
在各项检查中，最困难的当属对发动
机的检查。由于飞机刚落地时，发动机尾

喷口的热气温度很高，朱贺需要对发动机
内的叶片进行检查，不能放过任何疑点。正
午的机场上空太阳高照，脚踏着超过50 ℃
的停机坪，感受着发动机喷射出的一股股
热气，置身其中，仿佛在“火炉”中一样。
从提前15分钟到达机位准备到工作结
束，正常情况下一个过站航班的保障要将
近一个小时，工作结束后朱贺和同事们会
返回休息室稍作调整，13时刚过，连续有
3 架航班降落在机场，不要说回休息室休
息，朱贺甚至连喝口水的空都没有。“一
般说起来，航班最集中的时候就是在13时
到15时，一天最热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最忙
的时段，基本上送完一架就要准备迎接另
一架飞机，一个白班下来要在停机坪上待
五六个小时，说起来我们在空旷的停机坪
上也是‘无处可藏’。”朱贺说道。
对于机务工程师来说，飞机的飞行安
全来源于航空业这套看似简单、背后却十
分复杂的运行系统，也来源于认真细致的

检修维护。“做机务，最重要的就是细
心、仔细，任何一个小动作、一个小疏漏
都有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过失。”朱贺告
诉记者，在工作中自己和同事们追求的是
精益求精，每一项工作都力求完美，自
查、互查再复查，保证零差错、零失误，
守好飞行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朱贺所在的班组共有7人，其中6人是
党员，是机场里的党员先锋班组。“每天
我都会把党徽挂在胸前，提醒着自己作为
一名党员的责任，在一线工作中发挥模范
带头作用。”16时10分，送完航班回到休
息室内，朱贺赶忙脱下了已浸满汗碱的工
作服，将党徽重新别在新的工作服上。
“今天下午的航班都已起飞，下一拨航班
要到晚上才能到，送完最后一班航班离开
后，一天的工作才告结束。”朱贺表示，
每 天 坐 班 车 回 到 家 基 本 都 在 晚 上1 1 点 之
后 ， 第二 天 一 早6 点40 分， 便 要 坐班车来
到机场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桂洋 报道
本报济宁讯 7月1日起，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调整2019年度在职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最低缴存
基数不低于1550元，最高不超过16302元。
据了解，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统一按照2018年度职工
本人月平均工资计算。本次基数调整后，住房公积金的月
缴存基数最高不应超过济宁市统计部门公布的2018年度在
职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超过的按3倍执行。2018年度济
宁市在职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434 元，即最高缴存基数为
5434元×3为16302元。
同时，月缴存基数最低不得低于市政府公布的职工月
最低工资标准。现行职工月最低工资标准为任城区、兖州
区、邹城市、曲阜市、微山县为1730元；济宁高新区、太白湖
新区、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参照任城区标准执行，泗水县、
鱼台县、金乡县、嘉祥县、汶上县、梁山县为1550元。
2019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办理时间为2019
年7月1日至9月30日。缴存基数一经确定，住房公积金年
度内保持不变。

2019年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
□记者 王德琬 报道
本报济宁讯 6 月18 日，2019 年济宁市暨兖州区食品
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本次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
为“尚德守法 食品安全让生活更美好”，活动为期11
天，济宁市其它县市区也同步拉开帷幕，推出系列主题活
动，推动食品安全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据了解，济宁市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自2011年起已连
续举办9届，已成为食品安全领域的一项全国性品牌活动。
今年宣传周期间，济宁市将举办“透明工厂体验日”
“ 食品安
全进校园”
“ 网络订餐·明白消费·诚信经营”、保健食品“五
进”、食品检验机构邀您来、
“ 食安山东”媒体行等活动，以人
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内容丰富、灵活多样的宣传活
动，普及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科学知识，引导群众安全消
费、理性消费的理念，提升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

7月10日起，曲阜东站
新增青岛烟台方向高铁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曲阜讯 记者近日从曲阜东站获悉，7月10日全
国铁路将再次调图，此次调图济宁地区高铁车次整体变化
不太大。为方便去往胶东方向的旅客，铁路部门将于7月
10日增开两趟去往烟台、青岛方向的高铁，这两趟高铁车
次均从曲阜东站始发。
7月10日调图后，新增的曲阜东至青岛G6952始发时间
为8：28，新增的曲阜东至烟台G6942始发时间为7：15。
“这两趟始发列车的开行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胶东方向的
客流压力。”曲阜东站客运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济宁地
区去往青岛、烟台方向的高铁都是过路车，即将开行的
G6952、G6942从曲阜东站始发，票额会较为充足，而且时
间比较合适，早晨出发，中午前后就能到达。此外，7月
10日调图之后，曲阜东站新增终到车次一列，青岛至曲阜
东G6951到达曲阜东站的时间为22：11。

济宁5月份乡镇“气质”排名出炉

两乡镇被约谈，五乡镇来旁听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乔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6月19日，根据济宁市环境空气质量自
动监测数据，5月份全市154个乡镇的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出
炉。其中，任城区二十里铺街道、微山县韩庄镇月度环境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及同比改善率排名同时位居后10位，政
府分管负责人被约谈。同时，PM10 或PM2 . 5 指标连续多
天排名全市后10位的经开区马集镇、鱼台县清河镇、金乡
县鸡黍镇、汶上县杨店镇、梁山县马营镇政府分管负责人
列席会议旁听。

中华孔子学会论语学
研究中心成立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宋振中 报道
本报曲阜讯 6月22日，第二届论语学论坛暨泰山学者
论坛在孔子研究院举行。来自台湾东海大学、北京大学、中
国人民大学等20 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50 余人围绕
《论语》现代价值研究、
《 论语》篇章意蕴研究、
《 论语》学术史
研究以及论语类文献综合研究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
讨论。中华孔子学会论语学研究中心同日正式成立。
为深入挖掘《论语》及论语类文献所承载的孔子儒学
内涵，孔子研究院于2017年12月组织召开了第一届论语学
论坛，并于2018年4月成立了“孔子研究院论语学研究中
心”，组织开展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今年1月出版了
《论语学研究》学术辑刊第一辑。与此同时，孔子研究院
持续加强研究力量、整合研究资源，与中华孔子学会经过
充分沟通、交流和研究，决定成立中华孔子学会论语学研
究中心，共同开展研究。

济宁能源发展集团
举办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王传钧 报道
本报济宁讯 6月15日至16日，济宁能源发展集团举
办了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就如何加快高质量发展进行座谈
交流。
座谈会按照教授讲、干部谈、专家点评的方式进行。
该集团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原经济学院院长黄卫平教授和中
国能源研究会高级研究员牛克洪院长来济宁授课。两位专
家分别作了《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和《煤矿企业高质量发
展新战略》的专题讲座，既讲解了宏观经济形势，又结合
煤矿企业的实际，分析问题，谈方法和措施，受到与会者
的一致好评。济宁能源发展集团各企业、机关各部门32名
单位负责人作了汇报发言，在查找问题的同时，提出了一
些好的观点和建议，希望集团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并且是
高质量、稳步和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