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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两优一先”风采

80岁老党员辛建荣义务做质量监督员、不文明行为劝导员、社会治安宣传员，他说 ：

“为人民服务是党员的本色”
冯雪利

近日，凤县县委宣传部机

关党支部收到了一份特殊的

思想汇报。这份长达 10 页的

手写材料，是县委宣传部 80

岁退休老党员辛建荣对党组

织的深情告白。从去年 5月至

今年 4 月，辛建荣住院 8 次，

做了 3次手术，他始终没有忘

记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工作，并

长期做社区志愿者，他说：“为

人民服务是党员的本色。”

志如磐石映初心
1941 年，辛建荣出生在

凤县唐藏镇一个农民家庭，幼

时的他亲眼看着父亲备受地

主剥削和压迫，让他无比渴望

新社会的曙光。新中国成立

后，他亲历着中国共产党带领

着人民一步步走向新生活。

1959 年，辛建荣在新疆入伍，

次年在西藏执行任务，因能吃

苦、勤学习、事事敢为人先，他

被部队评为“五好战士”。辛建

荣向部队提出了不要“五好战

士”荣誉，要加入共青团的要

求，部队答应了。1964年7月，

因为表现优秀，辛建荣加入了

共产党，他说：“这是我这辈

子最自豪的事。”

今年3月，辛建荣患病住

院，心里却还记挂着未交纳党

费，他将党费证和党费随身带

着。因病情加重，辛建荣连夜被

送往宝鸡市区的医院救治，在

病床上，他掏出党费证和党费，

委托家人交了上半年的党费。

这么多年来，辛建荣每天

坚持看新闻联播，尤其是含着

热泪多次观看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实况回

放。老人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熟读《中国共产

党简史》《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等党史书籍。牢记自己的初心

和使命，将退休后的生活奉献

到了为人民服务上。

永葆本色献爱心
“辛老这个人就是不一

样，党关系没在社区，人却天天

在社区奉献着。”凤县新建路社

区党总支书记戴宝未说，辛建

荣是社区有名的志愿者，群众

有啥难题都喜欢找他。“戴书

记，花园小区的住户老马，住院

花了好多钱，看有政策能帮她

解决一部分不？”“戴书记，我

们楼上的独居户老李，家里快

没米面了，咱社区能帮忙购买

吗？”戴宝未说，辛建荣给社区

居民送新闻、送政策信息，还帮

着大家反映问题，他的这股热

心劲儿让很多人感动。

质量监督员、不文明行为

劝导员、社会治安宣传员、警

纪警风监督员……辛建荣的

晚年生活是忙碌的，他身上有

多个志愿者标签。他所住的家

属楼没有物业管理，就自己修

下水道、修剪绿化带，还将别

人遗弃的扫把重新捆扎，送给

环卫工。

“党给我的荣誉和幸福太

多了，而我做的确很微薄。我

虽然年龄大了，但我想用笔记

录下更多的‘凤县样子’，让后

辈们看到我们越来越幸福的

生活，这些都是党给我们的。”

辛建荣坚定地说。

本报讯 很多人都喜欢

在家里养花，但能把花养到

2.6 米高，还属于盆栽，这就

不平常了，千阳县一位老人

就养出了巨型盆栽。9 月 13

日，记者对老人进行了采访。

这位老人名叫任林梅，

今年 79 岁，家住千阳县城

关镇西关社区。她家阳台上

盆栽的一种花卉，特别引人

注目，其个头足有 2.6 米高

（ 见 右 图 ）。“真稀奇呀！”

见到这盆花的人无不啧啧

称赞。“这种花叫龙骨，已经

养了 6 年多，我也没想到能

长得这么好。”老人说，养龙

骨没有啥诀窍，她平时就是

正常浇水、施肥、修剪。她猜

测，之所以能养得这么高，

应该是自己施肥和别人不

同，她用的是压榨过菜籽油

的油渣。据老人的儿子讲，

母亲经常拿养花这件事来

打比方，教育晚辈们做事一

定要认真。

宝鸡植物园园艺技师王

宝锋告诉记者，龙骨比较好

养，只要水、肥和阳光适当，

可以长得很高。不过，用 6 年

时间，在家将龙骨养到 2.6

米高，在宝鸡还是比较稀奇

的。同时也说明，这位老人养

花很细心、很认真。王宝锋提

醒各位养花爱好者，龙骨的

汁液有微毒，只要不把枝叶

弄断，就不会流出乳白色的

汁液，如果不小心碰到了，一

定要马上清洗。   

本报记者 王怀宇

这只蜘蛛咋长了张人脸？
专家解释 ：普通蜘蛛的一种变种，有毒，别动！

本报讯 9 月 12 日，记者

在市区渭河公园拍摄花卉时，

无意中拍到背部酷似“人脸”的

蜘蛛。专家解释称，这是普通蜘

蛛的一种变种，有毒，别动！

当天早上 7 时许，记者

在拍摄一朵雏菊时，在花瓣

上发现了这只“人脸”蜘蛛。

蜘蛛仅有小黄豆粒大，头胸

部隆起，呈黄绿色，背上的图

形酷似一张人脸，口、鼻、眼

俱全，头顶还有斑驳的“黑头

发”。因为太小，人的肉眼看

不清，记者是用相机的微距

功能拍摄的（见上图）。
为了了解“人脸”蜘蛛的

情况，记者将照片发给了市林

业局原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

师郭全建。他在辨认了照片后

说，“人脸”蜘蛛系蛛形纲长脚

蛛科，出现人脸形状可能是受

到外部环境的影响，身体受到

了刺激而发生了改变，是普通

蜘蛛的一种变种。这种蜘蛛有

毒，建议市民碰到后远离，切

勿触摸。    本报记者 孙海

宝鸡人民公园 ：

废品做成秦岭四宝
废旧轮胎做成翩翩起

舞的朱鹮，塑料泡沫变成憨
态可掬的大熊猫、金丝猴，
废旧农具变身昂首远眺的
羚牛……9 月 13 日，废旧物
品改造制成的秦岭“四宝”
亮相宝鸡人民公园，代表了
十四运会吉祥物组合。整个
造型以青山、流水作背景，

勾画出生态环保的意境。宝
鸡人民公园主任李晓军介
绍，这组景观造型是公园绿
化工人历时 1 个月完成的，
旨在为十四运会营造浓厚
氛围 ；同时，希望通过这组
造型让“绿色、低碳、环保”
的理念深入人心。 

                    石宝军 摄 

渭滨区高家镇上川村党支部 ：

把纸上画变成眼前景
本报记者 卢志平

浙江学习回来后，渭滨区

高家镇上川村党支部书记吴

建平对村上未来发展方向更

明确了，发展思路也更清晰

了，他正带领村党支部全体党

员，将建设生态上川、绿色上

川的美好愿景一步步变为现

实。近日，记者来到上川村，目

睹了村子的新变化。

村子干净道路平。一进

入村口，就看见路面干净，河

边没有乱倒的垃圾，河水清

澈，水草青青。吴建平告诉记

者，从浙江学习一回来，支部

就组织全体党员学习浙江的

先进经验，谈体会，凝聚党员

的力量，号召全村学浙江先

进做法。村党支部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党员干部带头，给

路边防护墩刷油漆，组织村

民对一组路口 200 多米长的

道路进行硬化，解决了雨天

泥泞的老大难问题。针对今

年夏季降雨偏多的实际，党

员率先打头阵，下河道抬石

头、绑钢筋、做石笼，疏浚河

道，还制作防汛标识牌，做好

防汛安全工作，保障村民安

全。与此同时，村党支部召开

党员大会，重新研究了村上

的发展方向，谋划新产业路

子，党支部带领村民架线、打

井，建塑料大棚，为下一步培

育香菇做准备工作。目前，全

村塑料大棚已达 46 座，香菇

将成为村民致富的新产业。

“眼下，我们村党支部正

带领干部群众，做靓‘一河’、

做畅‘一路’、做强‘四业’，一

步步把规划中的上川美景变

为现实。”该村党员李革生说。

驻守陕西西大门的铁军
——记陕西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市交警支队陈仓省际巡查大队党支部

温瑶瑶

在宝鸡最西端，驻守着这

样一支队伍，他们主要承担着

“反恐防暴、治安查控、毒品缉

查、交通管理”四大任务，是目

前全省乃至全国唯一由交警

承担“四位一体”任务的一级

公安检查站。   

这支队伍就是市交警

支队陈仓省际巡查大队，自

2016 年建队以来，他们用忠

诚和担当坚守在陕西“西大

门”，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平安。

作为公安部一级检查站和陕

西公安重点检查站之一，他们

是守护陕西平安的重要支点，

每年完成省部级以上任务 30

多次，每次任务平均 15 天，两

个检查站日均过车 1 万多辆，

59 名警员日夜坚守在大山深

处。在巡查大队党支部的带领

下，这支队伍坚持实行 24 小

时四班三运转勤务制度，无缝

隙式执勤，对客

运车辆、危化车

辆、特殊省份重

点车辆和人员实

行逐车检查登记，对嫌疑车辆

和人员进行盘查登记，坚决做

到逢疑必查、逢查必实，防微

杜渐、防患于未然。

“去年，在接到疫情防控

命令后，我们立即启动战时勤

务，全体人员连续作战 32天，

严查细盘。”该巡查大队大队长

白高林说，32天共检查车辆

48590 台，人员 11 万余人次，

有效防止了疫情在宝鸡扩散。   

前不久，陈仓省际巡查大

队党支部被授予“陕西省先进

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是对该

党支部及全体党员在平凡工

作岗位上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的充分肯定。白高林说：

“荣誉属于过去，党支部将以

此次表彰为契机，继续发扬忠

诚履职、恪尽职守、勇于担当

的优良品质，为陕西‘西大门’

的安全稳定贡献力量。”

* 岐山自然枫苗木种植合作社丢失法定代表人私章一

枚，法定代表人为：强鹏。

* 千阳县锦绣千湖工艺专业合作社丢失开户许可证，

号码为：J7937000134502。

* 刘 小 燕 丢 失 护 士 资 格 证，号 码 为：

61032319850926094X。

* 刘小燕丢失护士执业证，号码为：201761007972。

* 何桂琴丢失身份证，号码为：610303195104110821。

* 陈仓区县功镇陈家咀村村民委员会丢失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特别法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号码为 ：

54610304059674085G。

市区长青路西段一公厕贴有电话号码——

如厕不适可求助

9 月 13 日，记者在市区长青路西段一公厕内看到，墙上
张贴着温馨提示，上面印有保洁员电话，群众如厕时如遇身体
不适等突发情况，可以拨打电话，保洁人员会及时提供帮助，
这一举措让如厕群众感到暖心。           本报记者 马庆昆 摄

市区餐饮店 ：

公勺公筷常态化

9 月 13 日中午 11 时许，记者在我市部分餐饮店看到，不
论是大桌还是小桌，服务员都在餐桌上放置了公勺公筷。一餐
饮店管理人员说，自我市大力普及公勺公筷以来，商家很快落
实，现在已经实现了常态化。                  本报记者 杨曙斌 摄

文明城市咱的家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学浙江  见行动

千阳一老人爱养花——

6年养出2.6米高盆栽龙骨
挂 失以下证件遗失，现声明作废。

辛建荣老人阅读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