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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志愿者  服务十四运
本报讯 在我市服务十四运

会和残特奥会的众多志愿者中，

有这样两位志愿者，他们来自同

一家单位，同在一个点位服务，更

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们还是夫妻。

9 月 9 日上午，记者途经

位于宝鸡火车站出站口对面的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城市志愿

服务站时，看到服务站门口张贴

的服务项目有助残服务、提供饮

用水等，一男一女两名志愿者正

在站内忙活。于是，记者便走进

服务站要一杯水喝，志愿者很快

端来一杯水。在闲聊中，记者得

知，男的叫尚臣龙，女的叫郑茜，

他们均来自陕西宝成航空仪表

有限责任公司，且是一对夫妻。

尚臣龙告诉记者，他是河南

人，妻子郑茜是西安人，两人同

在宝鸡工作，并相识、相知、相

爱，于今年 1 月结婚。前不久，

他们看到公司团委转发的招募

十四运会和残特奥会志愿者的

信息后，就积极报了名。幸运的

是，经过筛选，夫妻俩一同入选。

经过培训，两人被安排在宝鸡火

车站广场提供轮值志愿服务。尚

臣龙说：“我和妻子之所以喜欢

当志愿者，就是为了弘扬‘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

神，不仅能够帮助他人，还可以

为宝鸡这座全国文明城市贡献

自己的力量。”

本报记者 杨曙斌

陈 仓 区 县 功 镇 ：

清理河道四乱

自 9月 5日以来，陈仓区县功镇根据上级统一安排，对辖区内河

湖、沟渠等开展乱占、乱采、乱堆、乱建严查工作，组织人力和机械，清

理河道及周边垃圾 26 处，既提升了河湖防汛抗洪能力，又美化了河

湖环境。                                   本报记者 卢志平

市 区 公 交 站 台 ： 

公益广告醒目

9 月 9 日，记者在市区火车站广场站等一些公交站台看到，新

安装的公益广告鲜亮醒目，包括宝鸡城市精神、讲文明树新风等宣

传内容，为创建文明城市营造了浓厚氛围。

本报记者 杨曙斌

铺张浪费、攀比成风，曾

让金台区蟠龙镇大槐树村

362 户 1402 名村民大感头

疼。而今，随着该村红白理事

会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些陋

习正在成为历史。据了解，仅

今年初至现在，该村 6 场“红

白事”，就为村民节省支出近

10 万元。

大槐树村村委会副主任

张伟龙告诉记者，在 2015 年

之前，村里一度盛行“面子

风”。村中有人家办婚礼，必

定是全村都要请到，八九十

桌的婚宴是“标配”，每桌

饭菜“十凉十热”，还要配上

120 元左右一瓶的白酒和 20

多元一盒的香烟。这让村里

不少人难堪重负，甚至因此

负债累累。然而，自 2016 年

该村成立红白理事会后，村

里大力推行婚丧嫁娶事前申

报、事中监督、事后报告制

度，要求事主厉行节约，杜

绝浪费，所以，“面子风”“攀

比风”等现象逐年好转。前不

久，村民张鹏豪给女儿办满

月宴，请了乡邻帮忙，宴请了

部分亲朋好友，提供的是 50

元一瓶的白酒和 12 元一包

的香烟。张鹏豪告诉记者，自

家摆这场满月酒，少说省下

了两万元。

张伟龙告诉记者，从今

年初至今，全村共有 6 户村

民办了“红白事”，由于制度

到位、村民自觉等原因，各户

开支都较前些年大幅缩减，

算算账，村民们节省支出近

10 万元。  

当好东道主  办好十四运

本报讯 最近，十四运会

的部分赛事在我市火热进行，

全民都在关注这一重要赛事，

而市民周建华则用一种特殊的

方式记录着全运会，他收集了

历届刊登全运会开幕式消息的

报纸，这13份报纸见证了祖国

体育事业的发展。十四运会即

将开幕，更是让他期待不已。9

月 8日，笔者来到周建华家，探

访他与全运会的故事。

“1959 年 9 月 13 日，第一

届全运会在北京开幕，这次运动

会意义重大，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国体育运动的检阅比武大

会。”“全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

前九届由北京、上海、广东轮流

举办。2001年初，国务院允许

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申

请举办全国运动会。”周建华戴

着白色手套，小心翼翼地翻开刊

登有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运会

开幕式消息的一张张老报纸（见

右图），讲述着每届开幕式的新

闻稿件和精彩照片。当谈起此次

十四运会部分项目比赛在宝鸡

举行时，周建华激动地说：“这

可是咱宝鸡人的大喜事！”

周建华今年 57 岁，是中

国移动宝鸡分公司员工，1987

年参加工作。因爱读报刊，喜欢

写作，从刚开始工作时起，他就

常常把刊登国家及家乡重大

事件的报纸收集起来，30 多

年过去了，他收集的各类报刊

已达万余份。为什么会收集全

套全运会开幕式消息报纸？

周建华说，2008 年 5月，他在

西安举办的收藏品交流会上，

被一份印有“第一届全运会隆

重开幕”标题的报纸吸引，当即

便出钱购买。周建华想，能不能

把刊登往届全运会开幕式消

息的报纸收集起来？此后，他

通过网络联系、与报友互换、在

各地收藏品市场购买、个人征

订等方式，收集了《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陕西日报》等刊登

历届全运会开幕式消息的报

纸，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报刊记录着历史，见证着

历史，对报刊的收集，也是对史

实的收集。周建华平时把收集

的报刊仔细梳理，分门别类，多

次举办不同主题的报刊展览。

目前，周建华已成为中国报业

协会集报分会常务理事。

“能够举办国内规模最大

的综合性运动会赛事，是我们

每个宝鸡人的光荣和骄傲！”

周建华说，他已经答应全国100

多名集报爱好者，为他们收集

刊登十四运会消息的陕西各类

报纸，尽心做好全运会精神的

传播员，全力当好推介宝鸡的

讲解员。     （罗锐 赵彬瑞）

金台区蟠龙镇大槐树村红白理事会为民善“理事”——

6场红白事  省下10 万元
本报记者 孙海涛

现场直击

小程序解民忧
渭滨区“城市之眼随手拍”受市民点赞

本报讯 “真是太方便

了，我家附近公园的坐凳

坏了，用手机拍照上传到

网络平台后马上就有人来

修好了。”近日，市民张先

生致电本报，对渭滨区相

关部门积极为群众办实事

的做法点赞。

据张先生讲，他们经常

在小区附近的渭河生态公

园活动，最近发现提供给市

民休息的坐凳坏了，便尝

试着用手机拍了照，上传到

“渭滨城市之眼随手拍”小

程序，仅过了一天，他再次

来到公园，看到上报的问题

已解决了。记者搜索看到，

在这个小程序中，市民发现

街面秩序、卫生、公用设施

等城市治理方面的问题或

街头不文明行为都可以随

手拍、随手传，后台城市治

理监督指挥中心对市民反

映的问题第一时间进行处

理。另外，小程序里的案件

列表实时更新，点开案件详

情，市民还能查看案件办理

详细过程。

据了解，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渭滨区利用“互

联网+”，建成智慧城市治

理监督指挥中心平台，依托

“城市之眼随手拍”，把以

往各自独立存在的综治、环

保、城管等管理“网格”变成

了一张管理网，及时为市民

解决问题。该小程序自今年

上线推出后，目前已经收到

市民反映的各种问题 1200

余件，处置率 100%，结案率

达 99.21%。

 本报记者 张敏涛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宝鸡有个全运会“铁粉”——

收集历届报纸  见证体育变迁

陕西宝成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尚臣龙和妻子郑茜

陇县河北镇解决群众“闹心事”——

水泥路延伸到村组
本报讯 近日，笔者走进

陇县河北镇，只见宽阔平坦

的水泥路延伸到每个村民小

组，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大

为改善。这是该镇为群众办

实事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河北镇西凉

湾村、韦家堡村、东坡村

和权家下村共有 1755 户

6018 人，过去路面大多为

砂石路，紧靠山崖，路面坑

坑洼洼，遇到下雨天，积水

严重，泥泞不堪，给村民的

出行和日常生活带来极大

不便，村民硬化道路的愿望

十分强烈。为了有效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该镇

把解决群众出行难作为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的抓手，加快打通“断

头路”，修整破损的村庄小

巷。经过前期统筹规划，各

职能部门、施工单位多方

联手，高质量完成了西凉

湾村、韦家堡村、东坡村、

权家下村的道路硬化，还

新修便民桥 1 座，铺设涵

管 1 处，切实解决了村民

的“心头病”。西凉湾村村

民罗新科站在新硬化的路

上，高兴地说 ：“门口的道

路硬化了，到县城卖点自

己种的农产品方便多了。”

（张建英 宋文君）

工作人员维修公园里的便民坐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