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07-12 星期四 西宁·社区 A0796369 8457123责编:孙晓燕 主任:孙娟 责校:小菊 热线:

本报讯（记者 马小玮）7 月 11 日，市民李
先生向本报反映：他是西宁市城北区盛世华城
2号院小区内美食城的商户，美食城门口有两
个大垃圾箱，经常不及时清理，臭气熏天，影响
小区环境，给商户做生意也带来了困扰。

随后，记者赶到这个小区美食城看到，两
个垃圾箱内确实有很多垃圾，垃圾箱旁边污
水横流，路过的居民纷纷捂住口鼻快速通过，
或者干脆绕路从另一边通行，垃圾箱附近就
是饭馆和餐饮流动摊点。商户王女士说：“最
近垃圾都是四五天才来清理一次，而且每次
垃圾清运车来只运走一个垃圾箱，另一个垃
圾箱内的垃圾还是放在原处，不知道怎么回
事。”商户李先生介绍，来餐馆吃饭的客人主
要是附近学校的学生和小区内住户，对生意
造成了一定影响，商户最大的希望就是物业
公司能及时清理垃圾箱，最好做到日产日清。

记者将此事反映给小区物业公司相关负
责人刘女士。据她介绍，前段时间因雨天较
多，垃圾清运车将垃圾运往投倒点较困难，现
在他们会同清扫员积极协调沟通，确保两个
垃圾箱每天清理干净，尽量做到日产日清。刘
女士表示，他们一定采取措施，促进此问题及
时、彻底解决。据悉，7月 11日中午，物业公司
就清理了两个垃圾箱里的垃圾。

垃圾箱清理不及时
物业承诺马上解决本报讯（记者 保嵘）7 月 10 日 8 时 30

分，西宁市西关大街省广电局公交站点被
2路公交车“攻占”成了“停车场”，其余十
余趟公交车只能停在马路中间上下客。

“我经常在这个站点乘坐 41 路去单
位，可是每天早上省广电局公交站前总
是停满了 2 路公交车，要搭乘 41 路公交
车就得穿过 2 路公交车的缝隙，到马路
中间上车。这样很不安全，也影响乘客
对公交服务的评价，希望相关部门能够
采取措施治理。”正在等候公交车的市民
陈女士说。

当天早高峰时段，在省广电局公交
站，站台前及其前后很长一段距离，一辆
接一辆地停满了 2路公交车，尚未发车的
2路车排起长龙，数量多达 5辆，完全阻挡
了市民的视线。

途经这一公交站的公交线路，除了 2
路公交车外，还有 22 路、24 路、29 路、30
路、35路、41路等 13条线路公交车，平均不
到 2分钟便有一辆公交车停靠。这些公交
车到站时无法靠近站台，只能隔着 2路公
交车停在马路中间。

有的乘客为了不错过公交车，直接站
到马路中间候车。候车的乘客何女士说：

“我知道不按规定站在公交站候车，一旦

发生与电动车或者机动车碰撞事故，我也
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没办法，站在公交
站候车总是错过要乘坐的公交车，我也不
想每次都跑到马路中间去上车，既不方便
也不安全。”

面对这种情况，公交司机也很无奈。

有公交司机说：“这个路段每天的早高峰
会变成 2路公交车的‘停车场’，按照工作
规定，公交车到站时必须靠近站台停车，
但是在这里很难做到，每次到站时都要小
心翼翼，害怕碰到从缝隙中突然跑出来的
乘客。”

多趟公交车难靠站 乘客马路中间上下车

“应叔叔，社区这周搞活动，你有啥‘金
点子’？”“光是搞活动有点单一，咱们居民
多才多艺，大家拿出绝活表演一下，一定会
更丰富多彩。”在城中区礼让街街道办事处
七一路西社区办公室里，78岁的应炳文老
人正在给工作人员出谋划策。社区负责人
张卫英笑呵呵地说：“应叔叔的‘金点子’最
多了，我们社区只要搞活动，他一定会出谋
划策，是个闲不住的人呀！”

今年 78岁的应炳文退休之后，成为了
七一路西社区辖区一个家属院的党支部书
记，他退休不褪色，继续为社区和居民发光
发热，居民们都说：“应叔总是忙，因为有
他，我们的邻里关系更和谐了。”

“我做了一本台账，把我们社区的党
员、低保户、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和数据都

做了全面了解。”应炳文说。这些年来，他
入户居民家了解情况，成为社区的好帮
手，居民都叫他“活地图”。为了能融入到
居民中间，应炳文还做了社区的政策宣传
员和安全员。社区有一些老年人对廉租房
政策、社保补贴政策不是太了解，应炳文
就主动在居民中间宣传。“听应师傅这么
一宣传，以前不懂的政策现在全清楚了。”
居民李先生笑着说。

每当得知社区要举办活动，应炳文就
会提出一些既贴近居民生活又让人眼前
一亮的“金点子”。一次社区举办活动，应
炳文提出以美食会友，他自掏腰包买了
30 余斤凉面和蔬菜。活动中，居民们品尝
着美味的凉面，欣赏着应炳文的独唱表
演、诗歌朗诵，让居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

邻里情。
“应老汉总是忙个不停，别看他 70 多

岁了，依然坚持为居民服务，为打造‘魅力
七一’社区奉献着力量，真是越活越年
轻。”社区工作人员夸赞道。

“金点子”老汉应炳文
◇本报记者 燕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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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季蓉）“我们小区的供
水管道要更换了，这真的是办了件大好
事，以前我们这儿水管一爆就停水，给我
们的生活确实带来了很多不方便。”7 月
11 日，家住南川东路 55 号院的一位业主
向西海都市报社区联络站反映。

早前，本报曾数次报道过南川东路 55
号院因水管爆裂而停水的情况。7 月 11
日，记者在 55 号院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施
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在加紧施工。

针对此事，记者前往西宁供水（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了解情况。“南川东路 55号
院的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我们确实已经进
场施工了。”管网管理部部长刘恩亮说。

刘恩亮介绍，近年来，西宁市老旧
小区管网的抢修率一直在增加，老旧小
区供水管网使用年限大多已超过 20 年，
由于管道老化腐蚀、地基沉降等原因引
起管道破裂，再加上一些老旧小区表后
管理不善，造成管网跑水、冒水、滴
水、漏水频发。

为解决此类问题，供水公司成立了

老旧小区管网改造小组。“从去年起，公
司就已经在摸排普查西宁市老旧楼院管
网了，现在基本上普查完了，签订了确
定改造意向书的小区一共有 40 多个。公
司将根据计划安排，陆续进场改造这些
小区的供水管网，预计今年这些小区的
供水管网将完成改造。”刘恩亮解释，这
40 余个小区集中在西宁市 4 个区和经济
开发区，目前供水公司将集中改造建设
年代早、管网已使用 25 年以上、抢修次
数频繁的老旧小区。

40余个老旧小区供水管网将改造

本报讯（记者 燕卓 通讯员 永志）7 月
11日，记者从城中区了解到，为积极调动辖区
党组织服务意识，充分发挥共建优势，城中区
南川东路街道党工委打造“一会一访一心”的

“三个一”党建服务载体，织密民生幸福网。
“一会”听民声。南川东路街道充分发挥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主体作用，围绕幸福中
区党建联盟，坚持党建引领、自治共治、睦邻
和谐、共享幸福，立足事为民所想、情为民所
系、利为民所谋，以办实事、出实招、求实效的
工作作风，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一访”察民情。南川东路街道各社区以
党建工作平台为载体，以服务群众为工作目
标，进百家门、知百家事、解百家愁，辖区居民
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建成“四点半课
堂”“老年日照”等 4个项目。目前，各社区与
辖区共建单位签订了“重视计生谋发展，关注
民生促和谐”“培训促就业，创业带就业”培训
联建等 30个共建项目。

“一心”解民忧。南川东路街道各社区根
据职业特点、个人特长，在联盟单位建立在职
党员志愿服务队、邻里互助志愿服务队、绿色
发展青年志愿服务队等，解决辖区群众的实
际困难。

南川东路街道
织密民生幸福网

本报讯（记者 马小玮）近日，一位西海都
市报的老读者走进报社，“我身体好，岁数也
大了，这几年买了不少保健仪器，用不上，现
在想通过报社送给养老机构。”今年 82岁高龄
的张孟更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心愿。

据老人介绍，他家里有不少自己购买还
没拆封的保健仪器，还有些全新的保健仪器
闲置着，觉得不使用很可惜，就产生了捐给养
老机构的想法。

张孟更面色红润，腿脚利索。老人平时
很注重保健和养生，他希望将家中 9台全新的
保健仪器送给养老机构。

为了尽快完成老人的心愿，将保健仪器
捐赠给养老机构，7 月 10 日，记者联系到青
海恒生长者照护服务中心。该照护服务中心
当天就将 9 台保健仪器送到位于海东市互助
土族自治县的恒生照护服务中心，经过照护
服务中心理疗师的严格鉴定后，保健仪器可
以用于照护服务中心的老人们日常保健。为
了感谢张孟更，照护服务中心决定将为老人
颁发爱心人士捐赠证书。

本报老读者向养老机构
捐赠保健仪器

7 月 10 日，城西区
北商业巷社区联合本
报社区联络站邀请律
师以“居民说事点”为
阵地，对居民日常生活
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作
了解答，将法律服务送
到了居民家门口。

本报记者 季蓉 摄

市 民 在 不 足
一米的夹缝中候
车，十分危险。

本报记者
保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