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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本报泰安6月18日讯(记者
张伟 张泽文) 牟汶河，是泰安
人的母亲河，这里风光秀丽，景色
优美。然而，近期有市民向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反映，牟汶河双
管子河段，有大量死鱼集中漂在
河边，市民怀疑是有人电鱼所致。

17日上午，在牟汶河双管子
河段，几名垂钓爱好者坐在河边，
挂饵抛钩，怡然自得。但他们的鱼
护里，却没有一条鱼。“很奇怪，一
大早我就来了，饵料也换了两遍，
一条鱼都没钓上来。”垂钓者张先
生说，这个季节，来牟汶河钓鲫
鱼，正是时候。不上鱼的情况，他

还没遇到过。
在张先生垂钓的河面，零零

散散，漂着几条死鱼，大的有半斤
左右，小的二三两。这些鱼有的已
经腐烂，散发着一股股恶臭。顺着
河边，一路向西，河面上的死鱼逐
渐多了起来，遇到水草或者浅滩，
死鱼开始扎堆。“看情况，估计这
里被电鱼的电了，难怪一条鱼都
不上。”张先生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粗
略统计，双管子河段附近水域，死
鱼有上百条。“这里是开放水域，
不可能是下药弄的，电鱼和下网
的概率比较高。”从市区赶到该处

钓鱼的宋先生说，前两天他来的
时候，还没这么多死鱼。“这些电
鱼的，真缺德，一晚上电成百上千
斤鱼。”宋先生介绍，电鱼的一般
都是半夜三更干活，白天不敢露
面。

常年在周边放羊的李先生
说，之前偶尔能看到电鱼的船，近
期他没看到过。“这玩意(电鱼)犯
法，谁还敢明目张胆的干？”从死
鱼的大小上，李先生分析，下网的
可能性大点。“他们下网的，有时
候不及时收网，里面的鱼时间一
长就都死了。然后就被扔在了岸
边。”

谁伤了泰安人的母亲河

牟汶河双管子河段上百死鱼漂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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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区打扫卫生

一干就是十多年

“收工！姐妹们，回去洗把手吧！”
随着最后一锨泥土装上车，松园社区
东南角的一处绿化带清理干净，工作
人员们也终于能歇息了。说话的人名
叫马慧，只见她头戴小红帽、身穿红马
甲，手拿大扫帚，看起来精神头非常
好。她就是松园社区志愿队的“小队
长”，也是发起人，随着她一声呼喊，队
员们纷纷拿上自己的工具，跟她一起
回了社区居委会。

马慧是山东鲁峰专用汽车有限责
任公司的一名退休职工，在幼儿园工
作。热情、爽朗、闲不住是许多老邻居
对她的印象。“除了在社区志愿服务，
马姨还是个舞蹈达人呢！”松园社区工
作人员刘秀芹说，马慧经常参加市里、
区里、街道上的节目，跳起舞来容光焕
发，非常好看。“但是一干起活来，她又
不怕脏累，非常勤快。”

如今，志愿队已经成立了10多年。
清理垃圾、打扫楼道、劝阻占道经营、
参与疫情防控……他们都抢在头里，
干在实里。五名老人服务社区，温暖居
民，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比较惋惜
的是我们在成员发展方面不大理想，
要是能带动更多居民加入到我们中
来，那就太好了。”马慧有点遗憾地说。

小区59栋楼的清扫工作

5位老人忙活了一个月

“我们多干点，社区工作人员不就
少干点，轻松一点。”老人们没有说什
么令人感动的大道理，但是他们的做
法，甚至很多年轻人都“自愧不如”。

“疫情期间，我们每一个社区工作
人员都连轴转。阿姨和叔叔看我们累，

给我们分担了很多工作，有一些甚至
比年轻小伙子都干得好。”刘秀芹说，
大年初二，志愿队成员就陆续回队。看
到社区工作人员忙不开，老人们除了
日常的防疫工作外，还主动值夜班。

“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是下夜
班，我们老姐妹们都值过。”陈凤英说，
夜里冷得不行，她们就多喝热水，门板
被风吹响，她们就一直聊天到天亮来
缓解害怕。“有天晚上风太大。棚子都
被掀起来了，我们就拽着它，不让它吹
跑。”施瑞云说。但是当他们收到社区
居民自发送来的口罩、包子、豆腐脑等
等时，她们的心里，顿时就暖了起来。

“我看着俩阿姨在我们楼道里清
理废弃的箱子，那么热的天，她们不但
干活，而且干得特别细致，就像对待自
己的家一样。”正准备出门上班的社区
居民张先生很有感慨，说起几位志愿
者来，他十分激动。原来，最近一段时
间，因为疫情防控工作取得进展，志愿
队成员的工作少了许多，闲不住的他
们，又决定帮社区59栋楼的楼道清理
垃圾。

“社区居委会本就不足20人，却管
理着59栋楼居民的日常生活，我们想
着能不能再为社区分担点什么。”马慧
说，于是，这个“小组织”决定把小区的
59栋楼给清理一遍。

每天一大早，志愿者们带着抹布、
扫帚和洗涤灵等清洁用品，来到各自
负责的楼层，马慧告诉记者，他们两三
个人为一组，分为两组，一组负责一栋
楼，主要清理每一层楼的灰尘杂物。扫
楼梯、擦窗台、收集归纳零散物品，用
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把整个小区的楼
道“翻新”了一遍。

“自己的孩子都住在这儿，尽管没
有钱，我们也愿意付出，为的就是能让
我们共同的家美一点。”面对义务劳
动，志愿队的家人都非常支持，在健体
强身的同时，还能为社区做贡献，为工
作人员分担压力。

本报泰安6月18日讯
(见习记者 徐智慧 金
文茜) 受疫情影响，今年
高校毕业生的返校开启
加速模式，很多毕业生匆
匆返校又匆匆离去，没有
毕业照，没有毕业典礼，
甚至来不及和同学当面
说声再见，更不要说和四
年的舍友吃一顿散伙饭。

6月17日中午，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来到
山东农业大学，阴沉的天
空下着小雨，让毕业氛围
又添了一丝伤感。

许多毕业生表示，最
遗憾的是没有拍毕业照，
没有好好的跟同学们聚
一聚。为了弥补遗憾，有
毕业生选择自己租学士
服，跟同学在校门口拍毕
业照。“没有毕业典礼，也
没有毕业照，希望有机会
和同学再回学校补拍一
次吧。”山农大毕业生王
同学无奈的说。

如果把大学四年比喻
成一种饮料，那你会比喻
成什么？有同学说，大学像
红牛，每天都精力充沛干
劲满满。还有同学说，大学
像雪碧，充满激情和活力，
咕嘟冒泡。还要同学说，大
学像茶饮，回味悠长，需要
细细品味。

“这次毕业多少都会
有遗憾，多年后回想，正
是因为这些遗憾，才使得
这个毕业季变成更加难
忘，更加不一样的毕业
季。”山农大信息学院16
级毕业生管承涛说。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
毕业生们有很多遗憾，但
山东农业大学教职工的
暖心操作，让毕业季的多
了一分美好与感动。教职
工自发准备了校园服务
车，为学生从宿舍运送行
李至校门口，而门口的门
卫和老师，也在帮助同学
们搬运行李。

用一天时间向大学告别
毕业时遗憾与感动同在

6月17日早上小雨淋漓，带走了连日来的暑气。街上行人渐少，然而一处小区内却热闹非常。走进泰
山区财源街道松园社区东南角，一群穿着马甲的市民正在为泰安创城而奋斗着，有用铁锨装车的，有
用扫帚打扫的，有蹲下身来拔草的，热火朝天，奏响了一支劳动最光荣的协奏曲。

他们中，穿着红马甲劳作的几位老人，就是松园社区志愿队的队员们。马慧、陈凤英、施瑞云、孙永
珂、张秀芹这五位老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64岁，在本应该颐养天年的年纪，成立了一支不求回报
的志愿团队。不论是社区卫生打扫，还是疫情防控站岗，都有他们的身影。如今这个团队已经成立了十
年有余，自嘲“不务正业”的他们，却收获了社区居民们的赞扬和敬佩。

志愿者与社区工作人员(右二)合影。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孙玉唐 郭健

一位毕业生在拍一个人的毕业照。

五月份菜篮子价格挺亲民
肉价继续下降蛋价跌破3元

本报泰安6月18日讯
(记者 侯海燕) 17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从泰安市发改委了解到，
5月份泰安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2 . 9%，市场价格
总体呈现平稳运行态势。
从监测的各类商品价格
来看，小麦价格小幅下
降，玉米价格上涨明显，
食用油价格小幅上涨，生
猪、猪肉价格继续下行，
鸡蛋价格持续下降，水产
品价格基本平稳，蔬菜、
夏令水果价格下降明显。

监测数据显示，受生
猪价格影响，猪肉价格持
续下降。月末泰安市五花
肉均价26 . 08元，较上月
下降9 . 95%；精瘦肉均价
2 6 . 2 5元，较上月下降

9 . 17%。5月份随着气温升
高，市民对肉类需求不
旺，导致价格降低。泰安
市发改委工作人员表示，
进入6月份，大中小学、幼
儿园陆续开学后，需求会
增加，预计后期猪肉价格
会小幅上涨。

与此同时，5月份的
鸡蛋价格也持续低迷，工
作人员分析，进入5月份
后，气温升高，高温不利
于鸡蛋储存，部分养殖户
和商家不得不低价抛售
积压的库存，使得鸡蛋价
格屡创新低，月末超市鸡
蛋均价2 . 88元，较上月下
降10 . 11%。6月份将迎来
端午节，鸡蛋消费增加，
预计6月底，鸡蛋价格或
将触底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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