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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滨区新建路社区服务中心 ：

文明引导氛围浓

现场直击

渭滨区烽火社区一现场小区弘扬和谐新风——

好邻里亲如一家人
本报记者 罗琴

“老姐姐，今天感觉怎么样？”3

月 31日上午，渭滨区烽火社区一现

场小区李巧玲老人的家里又来了几

位老邻居，收拾房间、清扫地面、给

瘫痪在床的李巧玲擦洗身子……大

家分工合作，有说有笑，让本来冷清

的家里变得暖意融融。

李巧玲今年 71 岁，瘫痪在床

已经有 20年了，与儿子李磊相依为

命。前几天，李磊突发高烧，需要住

院输液，他只得请求小区自治小组

给予帮助。“谁家有困难，我们必须

尽全力提供帮助。”66岁的自治小

组成员李孝凤说，当天下午 5时左

右，很快与李磊对接后，她便和成员

王旭华、闫稳稳一起赶到李巧玲家

里。进家门后，看着躺在床上不能动

弹的老大姐，她的心里一阵酸楚。几

人商量后，开始分工合作，闫稳稳是

男同志，负责其他房间的清扫工作，

李孝凤则和王旭华在卧室给李巧玲

翻身换纸尿裤，并擦洗身子。到了吃

饭时间，李孝凤又下楼买来了馄饨，

喂给李巧玲吃。当晚，照料李巧玲休

息后，几人离开时，已经10点多了。

第二天一大早，李孝凤从家里

带来了稀饭、包子和水果，喂李巧玲

吃完早餐后，她一边给李巧玲按摩

腿，一边陪着拉家常。大概是感谢邻

居的付出，又或许是家里的温馨让

李巧玲感动，虽不会说话，但她的眼

角泛起泪光。这之后的四天，李孝凤

和王旭华、闫稳稳都会准时赶来，一

日三餐换着花样，水果蔬菜不间断，

李巧玲常常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咿

咿呀呀”与老姊妹“对话”。在精心照

顾李巧玲的同时，他们还总是电话

叮嘱李磊好好治病，不要担心家里。

邻里守望，举手投足间传递的

是真诚友善；和睦互助，一言一行

弘扬着和谐新风。在一现场小区里，

不仅有居民自治小组随时“在岗”，

还有不少热心帮助他人的居民。闫

稳稳告诉记者，小区里人尽皆知的

热心肠李永胜，经常骑着三轮车义

务给周围老人买菜买药，谁家电视

坏了，空调“耍”毛病了，他也总是随

叫随到。

采访结束时，李孝凤感叹地

说：“我们小区里老人多，热心人也

很多，人人互助，邻里亲如一家人，

我们的大家园才更和谐更幸福。”

凤县 ：

7000学生跳起网红操
本报讯 “翻过了一座山，

越过了一道弯，撩动白云蓝天

蓝……”近日，这首 2021 年央

视春晚上走红的歌曲《最亲的

人》，在凤县双石铺小学上午的

大课间会定时响起，近千名师

生跟随着欢快的节拍跳操，动

作整齐划一，气氛热烈。

2021年春季开学后，凤县双

石铺小学将“网红操”引入大课

间。副校长付焕叶告诉笔者，他

们先组织全校教师学习，随后在

音乐课和体育课上，由教师教给

学生。当学生们第一次在操场上

集体跳起“网红操”时，整个校园

都沸腾了，大家对形式新颖的操

课表示欢迎。据了解，推广“网红

操”是凤县教育部门今年的一项

大胆尝试，从3月中下旬开始，在

全县17所中小学校7300名学生

中全面推广，由各学校自选当下

网红曲目，用新颖的形式取代

传统的课间操，激发学生对课

间操的兴趣，达到锻炼身体的

目的。比如凤县新建路小学选

择的是歌曲《向快乐出发》，而

平木镇中心小学选用的歌曲则

是《你笑起来真好看》，受到孩

子们的欢迎。   （马庆昆 马蔻）

中铁职工
祭奠英烈

4 月 2 日，中铁一局集团
电务公司宝鸡分公司组织党员
干部职工，来到宝天铁路英烈
纪念馆开展祭奠英烈活动。大
家瞻仰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
参观纪念馆，并交流心得体会，
表示要继承先辈们的光荣传
统，在新时期努力工作争创佳
绩，为宝鸡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本报记者 黎楠 摄

小学师生致敬英雄
4 月 2 日，金台区代家湾小学 60 多名师生来到

宝天铁路英烈纪念馆，开展清明祭扫活动。面对烈士
纪念碑，孩子们默哀、鞠躬、献花，重温少先队入队誓
词。参观过程中，大家认真观看馆内珍藏的图片、实
物，学习英烈的感人事迹，传承他们不畏艰难、不怕牺
牲的奉献精神。                                         田艺 摄

2020 年度市级园林式单位和居住区名单公布——

10个单位 2个居住区榜上有名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城

市管理执法局获悉， 2020 年度

市级园林式单位和居住区名单

公布，10 个单位被命名为市级

园林式单位，2 个居住区被命

名为市级园林式居住区。

2020 年以来，我市以全国

文明城市复查验收为主线，围

绕城市品质提升目标，不断加

强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开展生

态园林系列创建活动，涌现出

了一批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环

境优美、管理规范的园林式单

位和居住区，经过评比，渭滨中

学、陈仓区千渭初级中学、陈仓

区太公庙小学、宝鸡高新第四

小学、宝鸡高新第五小学、市交

警支队、扶风县交通运输局、

中国联通有限公司扶风县分公

司、千阳县国有唐家山林场、陇

县农商银行共 10 个单位被命名

为市级园林式单位，宏运海河湾

小区、陇县东紫花城 2 个居住区

被命名为市级园林式居住区。

据了解，我市从 1986 年开

始命名市级园林式单位和居住

区，截至目前，全市共计创建市

级园林式单位和居住区528个。  

本报记者 马庆昆

4 月 5 日，记者在金台区中山东路街道东仁新城小区
看到，在小区门口、围墙上、游园等地方，都张贴、摆放着不
同的文明宣传标语、海报，小区居民可以很方便地学习到相
关知识。                                本报记者组

金台区东仁新城小区 ：

潜移默化倡文明

清明祭奠英烈  传承红色精神

陈仓区干部缅怀革命烈士
本 报 讯 3 月 31 日，

陈仓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阳平镇政府的部分干部和

老兵代表等近 30 人，前往

阳平镇晁阳村晁周平烈士

墓地，祭奠烈士，传承革命

精神。

晁周平烈士是晁阳村

人，于 1987 年 1 月 7 日在

老山地区对越防御作战中

壮烈牺牲，年仅 20 岁，后

被追记三等功。当天上午，

在烈士墓碑前，全体人员

肃立、脱帽、默哀，并向晁

周平烈士墓敬献鲜花。“今

天我们缅怀晁周平烈士，

就是想进一步激励大家永

远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爱国精神。”陈仓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说。

据了解，陈仓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每年都会利用清明

节等节点，组织党员干部、

退役士兵开展线上线下祭

奠烈士活动，号召大家学

习英烈事迹，在工作岗位

上多作贡献。

（莫军炜）

张 静 丢 失 身 份 证，号 码 为 ：
610328196305220025，现声明作废。挂 失

（上接第一版）西北政法大学

宝鸡籍学生张恩学来到宝天铁路

烈士纪念碑前时，专门带了一瓶水

和一块绒布，仔细擦拭纪念碑东侧

碑座上镌刻的 56 位烈士名录。他

告诉记者，纪念碑北侧不远处就是

宝天铁路，自己在清明节来这里祭

扫，就是因为“这里的每一个名字，

都是民族崛起的坚强基石，我会带

着他们给予的力量前进。”

青山埋忠骨，鲜花寄哀思。清

明节前后，人们不仅仅到烈士陵

园以献花、敬礼、鞠躬等方式致敬

先烈，还通过各种特殊的方式缅

怀英烈，传承精神。    

4 月 1 日下午，金台区新福园

小学各班以“我们的节日——清

明节”为主题，开展了生动的班会

课。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王二

小……老师们讲得传神，孩子们听

得入神。四年级二班的课堂上，老师

张敏声情并茂地讲述着邱少云的故

事：“邱少云忍受着烈火焚身的痛

苦，双手深深地插到泥土中，他像千

斤巨石一般，趴在火堆里一动也不

动，直至牺牲……”孩子们沉默了，

不少孩子眼中泛起了点点泪光。

4 月 2 日，市委、市人大常委

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

还前往凤县革命纪念馆、扶眉战

役纪念馆敬献花篮、默哀鞠躬，在

缅怀革命先烈的同时，感悟初心

使命，汲取智慧和力量。

一年一清明，一岁一追思，墓

碑前、纪念馆中、课堂上……宝鸡

各界从对先烈的深切缅怀中，汲取

传承昂扬向上的精神，努力书写宝

鸡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麟游县九成宫镇紫石崖村 ：

养猪成了富民大产业
本报讯 麟游县九成宫镇紫石

崖村，一个大山里的小村庄，当年连

个出村路都没有，是出了名的穷村；

如今，靠着养猪，发展产业，紫石崖

从当年的后进村变成富裕村，村里

一半人家里买了汽车。去年，全村仅

生猪销售就达到 3150 余万元。

48 岁的李广平是紫石崖村的

养猪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李广

平位于山上的猪舍，他们两口子正

在猪舍里忙活，四个猪舍目前存栏

300 多头猪。李广平说，2009 年他

帮亲戚养了一年猪后，觉得这个事

情可以做。2010 年开始自己养，从

最初的 10 头发展到现在的 300 多

头。李广平大概算了一下，养猪 10

年挣了 500 万元左右，仅去年就收

入 157 万多元。现在他们已经在县

城买了一套房，去年还买了一辆车。

紫石崖村党支部书记舒增明

告诉记者，李广平只是众多养猪户

中的一个。紫石崖村以前很穷，没

有发展养猪之前，每家年收入只有

两三千元。为了寻找致富产业，村

民先后种过苹果、药材、烤烟、核桃

等，直到 2007 年，刘虎成等 5 户

村民开始养猪，并逐渐带动大家发

展生猪养殖。近年来，在省、市、县

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累计投

资 1200 余万元，建成标准化猪舍

9800 多平方米。目前，全村养猪户

达到 72 户，存栏 3500 余头。其中，

500 头以上的养猪大户 6 户，还有

18 户存栏在 100—300 头。

如今，养猪已经成为紫石崖

村的第一大产业，带动效应非常

明显。去年以来，很多村民都在新

建猪舍，准备加入养猪大军。村里

计划对养猪产业进行升级改造，

新建几座现代化猪场，对村民所

有的猪进行集中养殖，配套建设

有机肥加工厂，拉长产业链条。同

时配合即将实施的全域化环境卫

生综合治理，发展乡村旅游，带动

村里的蜂蜜、核桃等农产品销售。 

 本报记者 王玲

4 月 4 日，记者在渭滨区经二路街道新建路社区服务中
心看到，院子里的墙壁上张贴着各种有关文明知识的宣传
画，营造出浓厚的宣传氛围。               

                  本报记者组

新闻暖

李孝凤给李巧玲按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