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宁市三年来
4500余米路灯电缆被盗

本报讯（见习记者 祁宗珠）近几年，西宁市道路
亮化水平明显提升，但是，在灯火璀璨的夜晚，也出
现了不和谐的音符，路灯时常遭到人为破坏、偷盗和
被车辆撞损，部分路段漆黑一片，给过往行人造成不
便。

根据西宁市政工程管理处路灯管理所统计，今年
市区人为故意损坏路灯设施 51 起，破坏配电箱 20 多
起，偷盗灯杆检查门 87 起，车辆撞损路灯杆 12 基。另
外，南川东路、互助路、南绕城、宁大路、柴达木路、八
一路作为绕行市区和上下高速的主要干道， 因为重
型车辆多、速度快，路灯设施经常被撞坏。

近三年来，西宁市被盗路灯电缆 4500 余米，被车
辆撞坏的路灯基杆有 30 多个，直接经济损失达 200 余
万元。 据西宁市政工程管理处路灯管理所袁所长介
绍，好端端的路灯，不是被砸坏了灯罩，就是灯管、镇
流器不翼而飞，要么就是被“一锅端”。 其中，最为严
重的是电缆线被盗现象，1 个路灯基杆造价上万元，可
电缆线被盗割变卖所得不过几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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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区：形成合力 助推三基
本报讯（记者 吴亚春 见习记者 谢琳

通讯员 席涛 ）近日，西宁市城西区政府投
资 650 万元的新宁路西社区服务中心，经
过改造后现已正式运行。 不仅如此， 仅今
年，城西区改善了 5 个社区、5 个村的办公
环境，办公环境变好，办事效率提高，受到
居民一致好评。

新宁路西社区服务中心位于西川南路
23 号夏都景苑小区，总面积 1000 平方米，
改造后的新宁路西社区服务中心不仅办公
用房面积扩大，社区服务范围也越来越宽。
服务中心内设计划生育、劳动就业、贫困救
助、 居民医保办事窗口等一柜式服务办公
大厅， 此外， 社区服务中心还设有市民学
校、 图书阅览室、 党员活动室、 电子阅览

室、 心灵小屋、 健康小屋、DIY 活动室、残
疾人康复室、书画荣誉室、综合服务平台等
功能室， 可为辖区各年龄段的居民提供服
务。

改造之前，新宁路西社区服务中心面
积只有 40 余平方米， 这间简易平房只有
门没有窗户，白天即便是开着灯，屋里也
很昏暗。 办公室里的 10 名工作人员挤在
40 余平方米的地方办公，程丽茹担任新宁
路西社区主任已经 7 年时间，她说：“从来
没想过社区办公环境能有这么大的改变。
现在，社区新增添了高配置的电脑等办公
设备，不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大
家越来越有干劲。 今后，我们社区干部将
进一步加强社区基础工作， 提升基本能

力，更好地服务居民”。
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新宁路西社

区改造只是城西区强三基的一个缩影，身
处基层的社区，是和老百姓打交道最多、也
是最直接的地方。城西区深入调研，深摸区
情，梳理自身在三基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通过增加财政投入等方式， 着力加大社区
（村）基层阵地建设，改善基层办公条件。
如今，无论是城西区社区、村的硬件条件还
是软件服务都有很大变化，贾小庄社区、海
晏路社区、 昆仑路东社区等十余个社区都
搬了新家，办公条件也好了。

城西区民政局局长孙昭玉介绍， 全区
大部分社区门前都设置了 LED 信息栏，滚
动播放着用工求职信息。 这些配套设施齐

全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既方便了群众办
事，又降低了政府部门办公成本，实现了双
赢的效果，而且，社区服务居民的项目比以
前增加很多，计生、劳动保障、综治、卫生
等标示牌，让办事的居民一目了然。每个窗
口都有专职社工， 居民生活中遇到的大小
事都能在一柜式服务平台得到受理和解
决。

城西区将进一步提高社区基础工作的
认识水平，加大力度，强三基，把社区、农
村等基础工作做实，努力打造“以人为本，
服务居民”的服务型社区，不断提升社区
软硬件建设水平，狠抓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社区居民参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形
成助推三基的强大合力。

三源小区门口：垃圾成堆 无人清理
本报讯 （见习记者 余晖 李占

轶）9 月 2 日，有市民向本报反映，康
西一路三源小区门前垃圾堆成山，无
人清理。

9 月 2 日 10 时许， 记者在三源
小区门前看到，垃圾堆放点已经被填
满，大量垃圾被堆放在紧邻小区大门
的墙边， 四周苍蝇乱飞， 腐臭味扑
鼻。 三源小区居民胡女士告诉记者，
最近几天，垃圾越堆越多，可迟迟不
见有人来清理，小区卫生环境非常糟
糕。

西宁越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三源小区门口的垃
圾由城东区城管部门负责处理，物业
公司需要向城管部门交纳城市生活
垃圾处理费。 越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今年 8 月进驻三源小区，正在展开账
务清理工作，没有及时向城管部门交
纳相关费用。

当日中午，越州物业公司相关负

责人已经与城东区城管部门联系交
纳垃圾处理费用。 城管部门的工作人
员表示， 越州物业公司交纳费用后，
立即清理三源小区门前垃圾。

越州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称，今
后物业公司将在三源小区内放置垃
圾箱， 并安排工作人员及时处理垃
圾，方便小区居民日常生活。

第一章 现代人的“糊涂账”
P1忙活了一辈子才明白
P5别把钱花在临死前的一个月
P7健康是你最大的财富 别做糊涂账
第二章 医生不会告诉你的秘密
P11西药降压———一把美丽的双刃剑
P14只控制血糖等于“鞭打病牛”
P16抗栓药———戴在头上的紧箍咒
P18悲惨！ 被活活痛死的心脏病人
P20割草的西医不治病
第三章 气血才是咱们的“命根子”
P23人活一口气
P28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
P31调补气血，关键是平衡五脏
P40气血充盈，百病不生
第四章 气血足 百病除
P44人到四十无小病
P47动脉硬化，病根在哪里？
P51血栓是“定时炸弹”
P56高血压：全是气血不足惹的祸
P61冠心病治疗是项“水利工程”
P65风湿关节病———“不死的癌症”
P68被冤死的癌症病人
P72糖尿病 无需谈“糖”色变
P76一眼识“中风 ”
P82老慢支，如何才能断根？
P85肠胃病，马虎不得
P87男女排尿问题，小问题大毛病
P93得了颈椎病 别蛮干
P98患上腰椎间盘突出 英雄也落泪
第五章 古方千年传 百病治同源
P102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
P106坚守二十余年，只为做一件事
P127解码气血双生
第六章 气血好不好，一看就知道
P138观察神情：气血足精气神就好
P139观察眉毛，眉毛好则气血旺
P142看脸色，脸色是气血的明镜
P145观察体形：形体异常是气血紊乱的缩影
P147观察头发：丝丝缕缕藏气血
P150观察耳朵：耳朵是判断气血的标尺
P152观察手部：观手掌，知健康
第七章 气顺血畅，美丽健康
P158调养气血，男女都需要
P163内调气血，外防“六邪”

《给你一瓶“后悔药”》由中国文化出版社严格审查，正式出版发行，在全国新华书店统
一售价 32.8元。 为热烈祝贺此书成功出版发行，恰逢“关爱老人健康工程”在我市正式启动，
中国文化出版社特别捐赠 500本，向我市 50岁以上，以下 6大类慢性疾病人群免费发放。

郑重声明：本次活动全程免费，不收取一分钱费用，由公证处公证，接受社会各界人士
监督。 由中国邮政免费快递到家，只需签收就可以，决不收取任何费用。 发放中心根据报
名先后顺序，为前 500名办理发放手续。 50岁及以上老慢病患者朋友可免费领取，千万不
要错失良机！

只需一本书，健康快乐真幸福。 本书由中医药名家，竭尽毕生所学和临床经验撰写而
成。解读各种老慢病的病理和预防、根除的疗法，实用易懂。许多患者读了这本书后，都恍
然大悟，原来康复慢性病可以这么简单。
1、三高、心脑血管系统疾病。 本书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把心脑血管疾病讲得引人入胜，看
后就会恍然大悟，受益终生。
2、糖尿病及并发症。 这本书真是写出了读者的心声，学会了书中介绍的中医养生方法，就
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3、男女肾虚、男性前列腺疾病。这本书看了三遍，看了还想看，精彩极了！真是让人回味无
穷！ 久违的自信心又回来了，生活充满希望。
4、老慢支等急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学会书中这些中医养生方法，看病不求人，不走弯路，
身体少遭罪。
5、消化系统疾病。这本书全面系统介绍了疾病的来龙去脉，通俗易懂。根据书中的中医养
生方法，受益匪浅。
6、子宫肌瘤、乳房肿块、卵巢囊肿等各类肿瘤。 看了本书，让人明白肿瘤并不可怕，恢复信
心，重燃希望。

如果你有以上一种或多种疾病，常年多药同服，病情反复、加重，别担心！ 请翻开风靡
全国的健康科普书籍《给你一瓶“后悔药”》，它收集了 19类常见慢性疾病知识，从病因、
病症到病根，讲解透彻，通俗易懂。 很多受益者都是按照书中介绍的方法，调养气血，滋养
五脏，告别了打针、大把大把吃药和并发症的折磨，康复以后和正常人一样，健健康康活
到 100岁！

有了这本书，健康生活无忧愁。 很多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看完此书后，按照书中讲
解去调理：

30 天后，头不晕，眼不花，耳鸣、记忆力得到明显改善，走路有精神，讲话底气足；
70 天后，关节活动正常，血压、血糖正常，吃得好、睡得香，大便也通畅了，多年的老

便秘治好了！
100 天后，女性月经正常，妇科炎症统统赶走，男性前列腺健康了，夜间不起夜，白天

不尿频，再也不怕多喝水。
半年过去了，心脑血管疾病和三高症患者，血压稳定，血流通畅，糖尿病患者敢吃敢

喝了；风湿骨病患者不怕刮风下雨了；哮喘老肺病患者呼吸顺畅的不得了。 他们再也不用
大把大把的吃药了，再也不受病痛的折磨了。

2014年 8月 18日，中国文化出版社《给你一瓶“后悔药”》新闻
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 此次新闻发布会有中国中医养生
院的专家学者、中医养生公益基金会负责人、著名中医养生指导师于俊
晟、中国文化出版社总编等领导和嘉宾出席会议；中华医药报、中国老
年报、新京报等全国 20多家主流媒体共同见证了此次发布会。

亲爱的中老年朋友，你们好！
你们为国家、为家庭、为子女，奋斗了一辈子，在这里给你们道一

声：辛苦了！
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政策，大力提倡关爱老人行动，关注老人健

康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国各大机构纷纷响应国家号召：关
爱老人，从我做起。

2014年 8 月 18 日， 中国文化出版社联合中医养生公益基金会，在
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对全国 50 岁以上中老年免费
发放中医养生书籍《给你一瓶“后悔药”》，根据书中的方法，学习防病
治病、健康养生，助您长命百岁！ 度过一个安详、健康快乐的晚年。

本次关爱行动全程受社会监督，绝不收取任何费用。

中国文化出版社公益捐赠
免费申领电话：400�-8830-933

三源小区门口垃圾成堆。 见习记者 李占轶 余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