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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人王少英订好报送好人
本报讯 （记者 马小玮 纳玉堂） 西海

都市报“好人好报”公益活动启动后，省城
很多爱心人士、 爱心单位和爱心企业积极
参与到活动中来。 11 月 16 日，青藏高原农
副产品集散中心青海少英商贸有限公司积
极参与本报“好人好报”公益活动，将把
100 份 2016 年全年《西海都市报》送给社
区好人。

青海少英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少
英， 祖籍安徽省涡阳县，1987 年她和丈夫
到西宁做蔬菜批发生意。 28 年来，两人经
过不断努力， 现在已成为青海省一家专业
蔬菜、禽蛋、肉类、调料等农副产品配送公
司的老板。

●回报社会
在青海长期经营生意， 王少英从没忘

记过回馈社会。玉树地震发生后，王少英将
很多配送生意推迟或推掉， 腾出配送车辆
一趟又一趟往玉树免费送菜。 在玉树重建
中，她不仅多次捐款，还资助了很多玉树小
学生。

公司配送员说，2013 年， 湟源县有一
些孩子因家庭条件差，没钱上学。在王少英
的资助下， 湟源县有近 100 名学生重新走
进学校。

在王少英的办公室内， 挂着一块写有
“捐资助学，功在千秋”字样的牌匾。 采访
中， 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工商行政
管理所所长张久林说，有一年，贵德县工商
局给他打电话说， 贵德县有几个村子的辣
椒滞销了， 能不能找个蔬菜配送老板帮忙
销售。 张九林找到王少英。 得知村民有困
难，王少英立即派发四辆配送车，前往村民
家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将村民所有的辣椒
收购，之后还签订长期购销辣椒的协议，帮
助村民解决实际困难。

●忠实读者

王少英每天再忙也会看 《西海都市
报》。 她说，从创刊到现在，她不仅一直在
订阅《西海都市报》，还给公司很多一线的
装卸工订阅， 让他们在业余时间学习相关
政策和了解新闻。这些年，西海都市报社举
办的一系列公益活动， 体现出都市报的创
新力和服务意识， 都市报是青海人读报的
首选品牌。这次王少英加入“好人好报”活
动，将为社区好人订阅 100 份 2016 年全年
《西海都市报》，以爱的名义，温暖他们的
精神家园。

●好人得好报

当订报单送到西宁市城北区马坊街道
办事处新村社区和朝阳街道办事处祁连路

西社区时， 收到 2016 年全年 《西海都市
报》订单的党员、楼长、热心人、网格长和
贫困户表达了对爱心人士王少英和本报的
感激。“谢谢爱心人士为我们订阅《西海都
市报》， 我们要继续为社区、 为居民做好
事。 不辜负爱心人士和都市报对我们的期
望。 ”祁连路西社区一名热心居民说。

今年 74 岁的赵裕达是小区的单元长。
五年来，他义务为小区里的居民收水费，任
劳任怨。赵裕达所在的家属院无人管理，他
和李玉玺等几名热心居民就操心起家属院
的事情。 接到订报单时，赵裕达特别开心，
“都市报内容丰富，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有，
老年人养成读报看报的习惯， 不仅可纵览
国内外大事、地方新闻，还能开阔视野、陶
冶思想，紧跟时代步伐。 ”“是呀，是呀，大
家都上了年纪，腿脚不方便，为我们订《西

海都市报》，既方便了社区老人，又奉献了
爱心，这是一种新时尚。 ”李玉玺笑着说。

“好人好报”活动进入新村社区时，居
民张意德十分高兴。 张意德在小区门口开
了一家菜铺，从开店那天起，张意德就成了
家属院里的“后勤”。遇到贫困户和孤寡老
人来买菜，他经常分文不收，用自己的善良
和美德赢得了居民们的好口碑。 这次得知
自己也在“好人好报”的名单里，他开心地
说：“我平时最喜欢看 《西海都市报》，前
些日子看到好多社区好人得到了 2016 年
的《西海都市报》订单，觉得这个活动真
好，可以鼓励大家多做好事。 ”

为此，新村社区负责人赵海英和祁连路
西社区负责人妥香珍表示， 辖区居民都非
常喜欢看《西海都市报》，居民们都是自愿
订阅。 而这次“好人好报”活动又为社区好
人送来了实惠，社区全力支持这个活动。

◎西海都市报“好人好报”公益活动，
爱心人士、爱心单位和爱心企业，欢迎和我
们联系， 本报社区记者将联系西宁市城北
区、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四个区的社区，
每个社区选出“社区好人”以及喜爱看报纸
的贫困居民，我们将和爱心人士、爱心企业
一同把 2016 年的《西海都市报》送给他们。

“好人好报” 公益活动参与电话：
13709747400�18597105956。

秋冬时节 全民健身火热
本报讯 （记者 朱西全） 虽然

天气越来越冷，但我省各种全民健
身活动此起彼伏。

几天前，为响应全国老年人体
协的全国老年人健步大赛号召，在
省城南山开展了以“摆动双臂、迈
开双腿，走出家门、融入自然，走出
健康、走出幸福”为主题的健步大
赛青海分赛，1000 多名中老年人在
寒风中健步行走，其乐融融，充分
享受到了运动带给他们的快乐。

其实，熟悉青海体育和关注青
海体育的人会发现， 随着农闲季
节的到来， 各地的全民健身活动
也迎来了黄金期，我省各市、州、
县纷纷举办了不同形式和层次的
运动会、健身活动和体育比赛。 仅
重阳节当日， 河湟地区群众自发
的各类登山活动参加人数就超过
5 万人。 化隆回族自治县举办了
2015 年全民健身活动老年人 “手
拉手、心连心”重阳节徒步登高活

动。2015 年青海省第十二届“中国
体育彩票杯”农牧民男子篮球赛、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首届农民运
动会、 化隆回族自治县 2015 年全
民健身运动会篮球比赛、 大通回
族土族自治县干部职工乒乓球
赛、 格尔木市羽毛球俱乐部邀请
赛、 互助土族自治县青少年足球
赛， 这些赛事共有 1500 多名运动
员、教练员参加。 趁着农民返乡、
闲暇之时， 青海省体育局走进基
层，服务群众，与尖扎县坎布拉镇
古日羊麻村联合举办了 “古日羊
麻村首届农民运动会”。比赛设有
篮球、职工广播操、职工趣味赛、
农民射箭、中学生中长跑、象棋、
袋鼠跳、翻轮胎、踢毽子等项目，
项目的设置既有独具民族特色的
传统比赛项目， 也有竞技对抗性
的比赛和趣味游戏性的比赛项
目，体现了少数民族体育、竞技体
育和群众体育的有效融合。

福送千家，买家具就到千家福。11月 21
日由千家福家居建材博览中心倾力打造的
“福送千家”活动，为消费者送大礼、送实
惠、送手气、送豪礼。

千家福家居建材博览中心是青海金座
集团强力打造的专业家居建材卖场， 拥有
品牌家居卖场、品牌建材卖场。 坐落于西川
南路 48 号（金座大酒店旁）的千家福家居
地理位置优越，西川南路、文博路、西关大
街由此路过，公交线路集中，辐射面积广，
与市区、海湖新区无缝对接，多巴、湟源近
在咫尺。

作为一个西宁市老家居销售区， 千家
福家居建材博览中心已成为市民心中购买
家具的重点考虑的去处。 此次，千家福家居
建材博览中心推出年终疯抢日， 万件商品

“全裸”价巨献。 为消费者圆梦筑巢助力。
千家福家居建材博览中心集家具、建

材为一体的一站式大型家居建材购物中
心，千家福家居主要以中高端为经营定位，
集家具购物中心品牌展示馆、 建材馆、
SOHO 办公、仓储配套为一体，涵盖国内中
高端家具品牌、陶瓷、卫浴、橱柜、门类、地
板、灯具、五金、家居饰品等各大类家具装
饰建材产品。 千家福作为西宁的老家居卖
场区， 举办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
让广大市民感受到千家福带给大家实实在
在的好处。

千家福家居举办的年底低价冲量促销
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据商场总经理介绍，
本次年度集结冲量巨幅促销活动， 针对时
令， 此次活动的让利范围主要涉及数十万

款暖冬家居用品， 含大众居家最关注的沙
发、软床、餐台、桌椅、书柜、衣柜品类。

为给西宁市民带来真正的购物实惠，11
月 21日 10：00至 18：00到商场，消费者凭千
家福家居邀请函及礼品券的客户可到千家福
家居指定位置，千个充电宝、万元现金券等你
拿。 限前 1000份，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活动当天，可参加现金红包大抽奖，消

费者购物单笔消费 2000 元均可抽奖 100%
中奖，4999 元现金等您抽。 凭邀请函参加
1121 元抢购按摩椅、百款惊爆品，抢到就是
您的。 数量有限，抢完即止。

年底装修、购置家具的市民，这是买
家具、建材的最好时机。 福送千家活动中，
各种优惠、抽奖、赠品、送代金券扑面而来。
力度巨大，值得您光临惠顾。

千家福做青海人自己家居品牌
———年终巨献 品质生活的选择

本报讯（记者 燕卓）2015 体彩超级大乐透
“金秋送豪礼” 暨西海都市报社区文化节第一
季———第三届读者艺术团选拔赛海选已经成功
举办了两场，在几十个精彩纷呈的节目中，经过
评委公平、公正、透明的评选，已有十一个节目成
功入围总决赛。 半个月来，省城各社区的文艺爱
好者激情高涨，草根明星参与兴头正旺，读者艺
术团选拔赛第三场海选从即日起开始报名了。

“我们实话渴望登上这样的舞台， 这个舞
台为大家实现了梦想。第三场海选，我们继续来
挑战。 ”11 月 16 日，本报热心读者沈万成对记
者说。第二场海选，沈万成带着自己的队伍———
新海桥社区时代艺术团的演员们， 为观众表演
了腰鼓秀。

参加过两届选拔赛的西钢新村欣兴中老年
艺术团负责人王昕在第二场海选演出结束后说：
“第三届读者艺术团选拔赛海选跟往年不一样
的地方是，表演形式更加多样化了。 参加这届比
赛，我们团队感觉到了压力，舞台上出现了很多
新面孔、新鲜的节目，而且演得特别好，我们除了

来参赛，也要为这些演员打气助威。 ”
读者朋友们， 如果您成为西海都市报读者

艺术团的成员， 就有更多的机会投入到社会生
活和公益事业中去， 和我们一起感受交流的乐
趣和展现自我的快乐。无论个人还是文艺团体，
无论您多大年龄，只要您有才艺，就请拿起手中
的电话拨打：13997128047(可编辑姓名 + 年龄 +
才艺发送短信)，或拨打 96369 即可报名。

读者也可以通过西海都市报手机客户端
“掌 上 青 海 ”、 西 海 都 市 报 QQ 邮 箱
(822996960@qq.com)、西海都市报微信公众平台
上传报名者姓名、年龄、才艺展示内容及联系方
式报名参赛。

读者艺术团第三场海选开始报名啦
2015体彩超级大乐透“金秋送豪礼”暨西海都市报社区文化节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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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闲下来，王少英就不忘记翻翻报纸。 本报记者 纳玉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