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开彪，男，今年50岁，岳阳汨罗市
玉池乡玉明村人，现为长沙湘雅路环卫
所环卫工； 妻子也是该环卫所环卫工；
上有8旬老父亲，下有两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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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新家庭

本报10月12日讯 长沙市
民缴电费将更便捷。记者今天
从国网长沙供电公司获悉，为
拓展服务渠道， 提升服务水
平，确保广大用户随时随地能
够缴电费，该公司目前全新开
通了微信缴纳电费业务，用户
只需打开微信钱包———进入
生活缴费———点击电费———

选择湖南省电费再输入用户
编号这5步， 就可实现成功缴
费，实现足不出户办理缴电费
业务。据悉，之前，用户除了可
以在营业厅缴电费外，还可以
通过“掌上电力”、“电E宝”、
“支付宝”、“银行代收”等途径
缴费。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刘卫红

一双粗糙的手， 见证他
4000多天的辛劳； 他用勤劳和
踏实赢得单位认可、群众尊重，
几乎连续13年没请过假、 没请
人代过岗。 他就是长沙湘雅路
环卫所环卫工陈开彪。 在这位
外来务工的环卫工眼里， 长沙
市民文明素质提升的点点滴滴
写在马路上。 如今，8岁的小女
儿在长沙读小学、 享受与城里
孩子一样的入学待遇， 一家人
住在单位免费提供的职工房
里， 生活了10多年的这座城市
让他感到越来越温暖。

随手扔垃圾的越来越少

今 年 50 岁 的 陈 开 彪 ，
2004年在长沙开福区干起了
环卫工。

陈开彪负责伍家岭波隆立
交桥至浏阳河一带的路面保洁
及周边生活垃圾清运工作。每
天，天刚蒙蒙亮，他就会把路面
清扫干净， 然后再骑着三轮车
把周边一些小区的生活垃圾一
车车运走。

环卫工干着既脏又累的
活， 尽管头两个月几乎每天被
垃圾异味熏得连饭也吃不下，
但陈开彪咬牙坚持了下来，而
且一干就是13年， 妻子也成了
他的工友。他说，看到干干净净
的路面，非常有成就感。两年前
陈开彪当上了班长。

城市越来越漂亮、 交通四
通八达……13年来， 陈开彪也
见证着这座城和这座城里的人
的变化， 他最大的感受就是市
民整体素质不断提高，“最直观

的表现就是随手扔垃圾的人越来
越少了。”

他说，刚工作的时候，市民会
习惯性地随地扔垃圾， 他们扔完
就走，他就跟在后面捡，有时候一
会工夫就能捡满一个垃圾桶。近
年来， 随手扔垃圾的现象大大减
少， 偶尔碰上乱扔的， 他上前一
说， 对方会很不好意思。 陈开彪
说：“以前听到最伤心的一句话就
是‘我们不扔垃圾，你们就下岗失
业了’。最近这些年，很少有人再
这样说了， 大家对环卫工人的工
作多了份尊重和理解。”

对环卫工人的关爱越来越浓

工作的路上有环卫工人休
息室、 好多沿街商家店铺提供免
费加水点，天气热了还有清凉饮
料……最近这几年，令他感受颇
深的还有社会各界对环卫工人
的关爱越来越多，让他想起来心
里就暖暖的，也有了归属感。

陈开彪说，几年来，他们环卫
工的工资涨了， 清扫设备也升级
了。最开始，陈开彪是脚踩三轮车
把收集的生活垃圾一车车送往东
风路大桥下一个垃圾站，“2公里
左右的路程， 遇上坡度稍大的上
坡路时， 装满垃圾的三轮车根本
上不去， 得下车用绳子拉着三轮
车走， 一个来回至少要花一个小
时，每天至少要跑四个来回。”几年
前， 运送垃圾的车换成了电动三
轮车，“脚踩式三轮车一车顶多装
200公斤垃圾，电动三轮车的容量
几乎大了一倍， 跑起来省时又省
力。”过去，扫把、撮箕、垃圾车是陈
开彪每天扫马路时的标配，“如今，

路面清扫时，有扫路车、水车等机
械设备，人工与机械配合作业，路
面扫得干净，又快又好。”

在长雅中学附近， 有一座环
卫工人休息室，是2014年下半年
建成的， 这也是开福区首批环卫
工人休息室中的一座， 里面配备
了空调、饮水机、微波炉等电器，
还有沙发等。陈开彪说，以前，他
们环卫工只能在立交桥下、 公交
站台、商场门口避风躲雨，自从有
了休息室后， 大家也有了休憩之
所，“我们都配有休息室的钥匙，
累了可以到这里歇歇脚， 口渴了
这里有水喝。”

陈开彪对眼前的生活状态比
较满意，夫妻俩每月有4000多元
的工资收入，单位给买了“五险”，
8岁的小女儿在长沙读小学、享受
与城里孩子一样的入学待遇，一
家人住在单位免费提供的职工房
里； 去年他们夫妻俩还用积蓄在
老家建了一栋100多平方米的二
层新房， 年近八旬的老父亲身体
硬朗，在老家看家；虽然后来大女
儿突然病倒， 每个月四五千元的
医疗费曾让他们夫妇俩一筹莫
展， 但在单位和社会爱心企业的
帮助下很快解了燃眉之急，“如今
孩子的病也快好了。相信，以后的
日子会越来越好。”

■记者 陈月红

【幸福新期盼】

在党的十九大即将到来之
际， 陈开彪表示对十九大的召开
十分期待， 希望政府能加大对环
卫事业的投入，“希望自己和工友
们的收入还能更高一点。”

本报10月12日讯 选定号
牌后，以前要等上半个月，现在
只要一个星期左右就能拿到。
记者了解到，近日，省交警总队
下放号牌制作权限， 长沙能自
己制作号牌了。12日上午，记者
来到位于望城区普瑞大道驾驶
人考试中心院内的长沙市机动
车号牌制作中心， 见证号牌制
作全过程。

据了解， 长沙市机动车号
牌制作中心9月1日开业， 平均
日产号牌2000多副， 占全省小
车号牌生产总数的六成以上。

关于制作过程， 制作中心
厂长左宗立介绍， 市民选取号
牌后， 相关数据经过系统处理
后将生产任务下达到制作中
心， 随后工作人员将存储在这
里的由交警总队发放的半成品
号牌拿到压字车间中进行压

字。 车间里的工人通过扫描半
成品车牌上的二维码来核对车
牌号码， 随后通过模具来对车
牌号进行压制。压制完成之后，
有字的那一面全是蓝色的，需
要进行擦字， 工作人员通过擦
字机将车牌上的字擦出来。通
过质检、去瑕后，一副完整的号
牌就能够装箱打包了。 整个过
程制作不超过10分钟。

记者获悉， 以前长沙市民
的号牌是由省交警总队进行制
作，他们不仅要制作长沙市的，
还有其他13个市州的， 任务量
很大。号牌制作权限下放以后，
长沙市机动车号牌制作中心从
数据收集到号牌的制作只需要
3天的时间。 车主最多7个工作
日就可以拿到选定的车牌。

■记者 虢灿
实习生 梅国飞 吴乐洋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从
铁路部门获悉，自今天起，铁路
部门推出“接续换乘”方案推荐
及动车组列车“自主选座”两项
便民服务新举措，进一步改善旅
客的出行体验。这意味着，旅客
通过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
买票时，可以自主免费选座了。

乘高铁可自主选座

实际上， 关于动车组列车
“自主选座”， 铁路部门2016年
12月起就在海南环岛高铁开展
了试点。在此基础上，今年10月
12日开始， 我国全面推出动车
组列车“自主选座”服务。

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12306网站公示的《接续换乘和
选座功能使用说明》显示，目前
铁路系统支持C（城铁）、D（动
车组）、G（高铁车组）字头的动
车组列车选座， 旅客可以根据
系统提供的动车组列车座位示
意图选择座位， 如果剩余车票
不能满足需求， 系统将自动分
配席位。

记者登录12306手机客户
端体验购票发现，与以前相比，
现在在进行订单确认时， 页面
底部多了一个“选座服务”选
项，点击后即出现座位示意图。
示意图除了座位，还标明了窗、

过道的位置。 旅客可以选择
“A/B/C/D/F” 这几个座位，但
不能选择车厢，A和F为靠窗座
位，C和D为靠过道座位，B为三
排座的中间位置。 选择好座位
后， 订票信息上会显示出具体
的车厢和座位。 如果旅客不选
择座位，可以直接点击“确定”，
系统将自动分配席位。

没直达列车可接续换乘

针对无法买到一次直达车
票的用户， 铁路部门此次还首
次推出了接续换乘功能。 这意
味着， 当遇到出发地和目的地
之间的列车无票或没有直接到
达的列车时， 旅客可查询途中
换乘一次的部分列车余票情
况，在选定合适的车次后，即一
次完成两段行程车票的支付。

记者体验发现， 在选择接
续换乘，选定具体车次时，系统
会重点显示两车的间隔时间，
提醒旅客充分考虑各种影响换
乘的因素， 并自愿承担因自身
或第三方等原因导致延误换乘
的风险。

不过，12306也明确表示，
遇有旅客列车晚点， 或其中一
段停运等铁路原因影响接续换
乘的， 退票时按规定不收取退
票费。 ■记者 潘显璇

买动车组车票可网上选座了
覆盖C、D、G字头列车 “接续换乘”服务同步推出，可一次完成两段行程支付

便民连线

号牌制作权限下放
领长沙车牌只需7天了

长沙市民可微信缴电费

干了13年的环卫工：
“这座城市越来越温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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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下午，长沙市开福区凤舞路，陈开彪骑着电动车在路上巡查卫生状况，看到有垃圾就停下车拾起。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