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春晚第二场海选来啦
本报讯 （记者 燕卓）1 月 19 日，2016

“宝乐迪” 西海都市报社区春晚首场海选
圆满结束。 这几天， 社区春晚报名再掀高
潮， 越来越多的草根明星报名参加社区春
晚海选。 今日上午 10 时，我们在宝乐迪量
贩式 KTV 举办第二场社区春晚海选，请已
经接到通知的演员准时到场。

本报第三届读者艺术团成员金军安在
电话里激动地说：“都市报社区春晚的名
气真大呀! 这几天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在谈
论这件事情，也有很多人报名参加了海选。
参加完都市报读者艺术团选拔赛之后，我
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我要好好发挥，
争取登上社区春晚的舞台。 ”

在看到我们全城征集语言类节目的
消息后， 市民王斐、 金鑫想表演说唱。
“这个节目是原创节目，通过这个节目我
们想把年轻人的活力展示出来， 也希望

这个节目能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王斐说。

亲爱的读者， 社区春晚继续向全城征
集语言类节目，征集范围：1.社区故事：讲
述亲情友情邻里情、 身边的好人好事好家
风、凡人善举的温情故事，时长（12 分钟以
内）；2.小品、相声、快板等，可以表现春节
喜庆、祥和的气氛，节目由单位选送或个人
均可。 节目通过海选， 就可以登上 2016
“宝乐迪”西海都市报社区春晚的舞台。我
们期待您的加入。

报名电话：18597105957、15202580019
海选第二场地点：宝乐迪量贩式 KTV

一楼大厅（海湖新区共字桥往前 50 米，锦
江之星宾馆旁）

海选第二场时间：1 月 21 日 10 时
交通贴士： 乘坐 38 路、69 路公交车在

五四二桥西下车即到。

一把把“金钥匙”打开邻里心门
本报记者 马小玮

“金钥匙”的拥有者
你愿意将自家房门钥匙交给别人吗？ 在

西宁市城北区盛世华城 2 号院里，有着这么
几把“金钥匙”，它们能打开左邻右舍家的
房门，并在一次次紧急情况下、困难发生时
发挥着重要作用。

“金钥匙”的拥有者虽然不是一家人，
但他们胜似亲人。 在他们看来，“金钥匙”
开启的不仅仅是家门， 更多的是打开了扇
扇心门。

亲如一家
65岁的严晓梅是使用“金钥匙”频率最

高的一个人，在左邻右舍口中，大家更喜欢
叫她“小妹”。 她的上头还有 75 岁的 “大
姐”、70岁的“老二”、67 岁的“老三”，以及
还没来得及排序的“兄弟姐妹”。

“金钥匙”的起源实属偶然。 严晓梅记

得有一次，隔壁邻居周艳霞家的房门被风吹
得关上了。 尽管住在二楼，但为了开门，周艳
霞没少折腾，又是翻阳台，又是跨隔栏的。

还有一次，严晓梅家装修，很多东西无
处堆放，为难之际，周艳霞说：“放我家。 ”于
是， 严晓梅和丈夫就把家具搬到她家里，而
为了方便严晓梅取东西，周艳霞干脆把房门
钥匙也给了他们一把。 房子装修好了，家具
搬走了，可是钥匙留给了严晓梅。

“这种信任让我很感动。 ”严晓梅干脆
也留了一把备用钥匙放在对门周艳霞家，两
人成了好姐妹，互帮互助，亲如一家。

看到严晓梅和周艳霞两家关系如此好，
楼上其他关系好的邻居就提议可以把家里
的钥匙互换保留一把，以备不时之需。

救了一场火
严晓梅保管的四把“金钥匙”中有一把

来自小区的独居老人汪老太。 一次，汪老太

出门办事， 忘了煤气灶上还炖着一锅牛肉。
“我坐车都快到西门了， 就接到了社区工作
人员打来的紧急电话。”汪老太说，就算立刻
赶回去也来不及了。 汪老太突然想到，自己
曾把家门钥匙交给严晓梅，便赶紧告诉了新
村社区居委会。

此时， 在不断冒出浓烟的汪老太家门
口，邻居们急得团团转，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
一刻，严晓梅及时出现，顺利打开了房门，避
免了火势蔓延，成功化解了一场危难。

派上大用场
互留钥匙十多年来，楼里的肖志琳和许

霖两个人从来没有为琐事红过脸，两个人都
是 35 岁，年龄相仿，脾气相投。 今天你加班
忙，我帮你接一下孩子，顺便留孩子在自家
吃饭；明天我出远门，你帮我照应家里的花
花草草，让房子通通风；平时帮忙收收衣服、

晒晒被子之类的活更是不在话下。
前阵子， 许霖的公婆为了给孩子们一

个惊喜，没提前通知，便来到许霖家。 结果
发现大门紧锁，老人只好坐在门口等，老人
忽然想起媳妇曾说过： 她和对门邻居互留
了一把自家的钥匙。于是，老两口敲开了肖
志琳家的门，说明了情况。肖志琳热情地招
呼老人，给许霖打电话确认后，拿出“金钥
匙”打开门。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啊！老两口
不禁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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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5 日起， 城东区东关社区北关居
委会北关武术馆免费招生，无论是中小学
生还是成年人，只要有兴趣学武术，就可
报名参加，不收取任何费用 ,全程免费，咨
询电话：18997262031。

（季蓉）
联系电话

18597105956

社区广
播 站

用电“爱心服务卡” 寒冬之中暖人心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永发 孙媛）“这

么冷的天，你们还坚持上门服务，真是过
意不去！ ”1 月 16 日，国网西宁供电公司
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利用周末时间，顶着
零下 16 摄氏度的严寒天气， 在西宁市各
大小区发放“爱心服务卡”，赶在春节之
前，把供电服务“六用心” 带给千家万
户，保障客户在春节期间用上放心电。

“爱心服务卡”是国网西宁供电公司
共产党员服务队在前期精心策化设计，为
客户量身定制的合理化服务内容。 将用电
“爱心服务卡”发放到客户手中，目的就

是让客户在遇到用电故障时，能第一时间
让客户联系到电力服务人员，及时解决排
除用电过程中出现的故障和隐患，保障供
电安全稳定。 客户有呼必应、有难必帮是
共产党员服务队不变的承诺，也是党员服
务队工作的准则和信条。

经过近 4 个小时的发放，国网西宁供
电公司共产党员服务队共接受用户用电
业务咨询 33 人次， 发放 “爱心服务卡”
6000 余份， 免费为 10 户客户上门进行了
安全用电检查与指导。 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你用电，我用心”的优质服务。

北关武术馆成员正在表演

社区武术馆教居民习武健身

故事
2015年 8月的一天晚上， 马先生

陪家人吃完晚饭， 开车准备离开时，
他的车被后车追尾导致轻微剐蹭， 对
方车上下来几名男子拦住了马先生的
去路。 马先生把车停下， 没想到对方
反向他索要赔偿金还要打人。

此时， 又有几名男子围了上来，
一个站在驾驶座旁， 一个站在副驾驶
座旁， 还有一个站在后座旁， 他们向
马先生要钱。

说时迟， 那时快， 其中一名男子
一拳朝马先生打来， 马先生急忙用胳
膊推开了那人的拳头， 三两下就撂倒
了其中一名男子， 随后他与几名男子
扭打起来， 几个回合下来， 对方 7个
人都吃了马先生的拳脚， 便全部开车
离开了。

拥有如此武术功夫的马先生， 其
实是东关社区北关居委会
北关武术馆的一名成员。

强身健体
每天清晨， 63岁的马

金忠馆 长 便 带 着 上 至 84
岁的老人， 下至 8岁的孩
子 ， 总 共 50 多 名 成 员 练
八门拳 、 天齐棍 ,以及摔
跤 。 自退休 后 ， 马 金 忠
都是这样开 始 自 己 新 的
一天……

马金忠现为北关居委
会北关武术馆馆长， 谈起
早年练武术， 他说是为了
治气管炎、 哮喘病。 原来
患有先天性气管炎的他 ，
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咳半个

小时， 那时他四处求医但收效不大。
马金忠听说武术能增强体质， 抵

抗病痛， 就开始习武。 现在他的病情
明显改善， 连身材、 皮肤都比以前好
些了， 现在即使像打篮球这种运动他
也能参加。

“才打了15分钟拳， 就浑身冒汗，
坚持跟马馆长练了十一年的武术， 以
前经常腿疼， 现在身体好多了。” 50
多岁的马桂花因为身体不好， 一直在
吃药， 她的丈夫是北关武术馆的副馆
长， 经常带着马桂花出来锻炼。 如今
她不管家中多忙， 每周都会抽时间跟
着马金忠练武。

1月 20日 ,北关居委会主任马芳
说： “习武练拳， 强身健体， 又能防
身， 而且丰富业余生活， 增进邻里交
往， 塑造了良好的社区风貌。”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1月 20 日，林家崖社区举行了春节前对辖区困难群众慰问活动。
本报记者 季蓉 摄

本报记者 季蓉 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