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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关于“扩内需、促消费、惠
民生”要求，丰富西宁春节商品市场供应，
由中国商业联合会、青海商业联合会主
办，旭峰会展承办的“第七届西宁年货会”
2018年 12月 29日在城南会展中心 C馆隆
重开幕！

据了解，本届年货会是一次大规模、
高层次、综合性的展销盛会，旨在为全市
人民提供一个集采购、娱乐、消费为一体

的平台。展会现场设糖酒食品、农副产
品、冷冻水产、服装服饰、家居用品、年庆
礼品等六大展区，经过组委会的精心策划
和层层筛选，在全国招募了各类名优特色
产品。海鲜冻货、糖酒干果、民俗年货、调
料炒货、零食礼盒等应有尽有，洋溢着浓
浓的年味，满足市民一站式购物需求。

年货会期间，顾客凭本人身份证和手
机拨号即可免费注册新会员，领取 10元代

金券和对联一副；展会前十天，可在现场随
机抽取灯谜答题领取对联一副。此外，展
会现场还设置了免费茶歇区、小件寄存处、
复秤台、展会咨询处等多项便民服务。为
了方便大家参观展会，组委会还开通免费
专线直通车，逢整点发车，各站点一小时发
车一趟。分别从西钢（招待所对面）、小桥
（新华书店）、金穗路口（国家电网旁）、湟光
华联站（花园南街站）、康乐（21路、25路终

点站）到会展中心往返，市民朋友们可免费
乘坐。也可选择公交路线乘58路、34路、84
路、3001 路、3401 路、8401 路、103 路、909
路、快速公交302路至“城南会展中心站”下
车即到。旭峰会展公司向所有消费者承
诺：所购买的商品不满意可退换！让广大
市民开心逛会，放心购物！

据悉，展会举办时间为 2018 年 12 月
29日—2019年 1月 14日，为期 17天。

喜迎新春年味旺 万种年货齐展销

本报讯（记者 马小玮）昔日脏乱差
的一条背街小巷，如今变成了一条便
民通道，既方便学生上学，又方便居民
出行。

原来，西宁市城北区宁张路陶然家
园小区北面的牧中巷，是一条长 400余
米、宽 4 米左右的小巷道，巷道一直通
往隆豪经典小区南侧，前期相关部门
为牧中巷实施了路面硬化，但由于巷
道长期无人管理、没有路灯和垃圾桶
等设施，巷道里车辆也是乱停乱放，因
此牧中巷成了典型的垃圾死角。西海
都市报社区联络站也接到过市民反
映：“这条巷道是附近不少小学生回家
的必经之路，为了图方便，学生经常翻
越隆豪经典小区南侧 2 米多高的铁栅
栏进入巷道，存在很多安全隐患。有
许多隆豪经典小区的居民到便民市场
买菜，要绕道 3 公里远的路程，给居民
生活造成不便。”

为了彻底解决巷道存在的诸多问
题，美化牧中巷环境，半个月前，在小

桥街道办事处新世纪社区党总支“党
群议事厅”内，党员、居民、业主委员
会、辖区物业管理人员和社区监督委
员会的代表们，就隆豪经典小区南侧
便民通道的问题广泛征求大家意见。
会前，社区以张贴通知、微信推送、入
户走访、现场征询等多种形式，征求党
员群众的意见建议。会上，党员代表、
居民代表等围绕议题纷纷建言献策，
经过讨论，大家举手表决，一致同意申
请 10 余万元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为居
民在隆豪经典小区南侧铁栅栏处开辟
一条便民通道，方便周边居民及学生
出行。

会议结束后，便民项目就开始施
工。施工人员在隆豪经典小区南侧铁
栅栏处增设了一个便民出入口和一处
值班岗亭，并在牧中巷安装了太阳能路
灯、监控设施，配备了垃圾桶等设施，美
化巷道环境，目前工程接近尾声。居民
们说，便民通道开通后，孩子们上学安
全了，居民买菜也方便多了。

昔日背街小巷
变身便民通道

本报讯（记者 燕卓 通讯员 永志）
1 月 2 日，城中区召开区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会，专题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
发表的 2019 年新年贺词和省委、省政
府主要领导调研西宁工作时的讲话精
神，动员全区党员干部在新的一年继续
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重实干、勇
担当，再书新篇。

会议指出，习近平主席发表的 2019
年新年贺词，回顾了 2018 年中国人奔
跑追梦的铿锵足迹，描绘了中国未来发
展的美好愿景，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真挚的为民情怀、昂扬的
奋斗姿态和广阔的大国胸怀，致辞温暖
朴实、充满力量、催人奋进。习近平主
席发表的 2019 年新年贺词和省委书记
王建军、省长刘宁在调研西宁工作时的
讲话精神，为城中区新的一年开展工作
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对进一步理
清发展思路、做好各项工作具有重要的
指导意义。

会议强调，全城中区上下要深入学
习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发表的 2019 年
新年贺词、省委书记王建军和省长刘宁
调研西宁工作时的讲话精神，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市委的决
策部署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各项目
标任务上来，坚持不懈地用讲话精神统
一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切实做到
坚决响应、坚决执行。

会议要求，全城中区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 2019 年新年贺词、
省委书记王建军和省长刘宁调研西宁
工作时的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
任务来抓，务必学深、学早、学全、学
实。要把学习讲话精神同抓好当前重
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抓好经济
社会发展、民生福祉改善、生态环境建
设等热点焦点问题，把智慧和力量凝
聚到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的目标任务
上来，自觉做中央和省、市方针政策和
决策部署的践行者。要始终以习近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为 指
导，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不断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
“两个绝对”具体化为载体，按照省委
书记王建军“八个注重”要求，为打造
绿色发展样板城市，谱写新时代幸福
西宁城中区篇章作出新的贡献！

中区：重实干勇担当再书新篇

“今儿个真高兴呀，我们的女儿邀请
我们到她家，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聊天
拉家常，其乐融融。”1 月 2 日，在城中区
南川东路街道办事处二机社区居民范安
荣家中，一群年过八旬的老人围坐在客
厅里，范安荣在家中举办了一场特殊的
新年联欢会，老人们高兴得合不拢嘴。

今年 60 岁的范安荣，三十多年来，
一直精心照顾着体弱多病的父亲。同
时，她也是社区里其他孤寡老人、空巢老
人共同的“女儿”，她性格开朗、乐于助
人，曾被大家推选为城中区“凡人善举·
感动中区”孝老爱亲模范。

孝顺父亲传为佳话
三十多年前，范安荣的父亲因为患

有严重的痔疮需要定期去医院治疗，但
每次下楼，父亲都疼得无法忍受。范安
荣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于是，她咨询了
医生得知父亲可以在家治疗，欣喜万分，
便带着治疗药物回到了家。从那一天
起，她便成了父亲的治疗师。

父亲的痔疮需要上药，作为女儿，范
安荣不觉得这件事非得由男士来做，她
不顾父亲的反对，坚持每天为父亲上药，
在她的精心照顾下，父亲的痔疮痊愈了。

可是好景不长，范安荣的父亲患了
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心脑血管疾病入
院，医生说，她的父亲情况非常不乐观。
但范安荣不肯放弃，坚持在医院日日夜
夜地照顾父亲。每个清晨，范安荣为父
亲按摩身体、活动腿脚，接着她还要忙着
准备早餐。老人有时候也会发脾气，但
范安荣依旧耐心地喂老人吃饭。每天中
午，范安荣会为父亲准备一顿丰盛的午
餐，午餐后，如果天气晴朗，她总会拿着
凳子搀扶父亲下楼到院子里坐一会儿，
和其他老人聊聊天，直到父亲出院回家
调养。

三十多年来，范安荣一刻也不离开
父亲，她的孝心在社区传为佳话，居民们
夸赞道：“范安荣真是一个大孝女，她对
院子里的老人都好。”去年，范安荣的父
亲安详离世。

她是社区老人共同的“女儿”
范安荣所住的社区里空巢老人和孤

寡老人有很多，在她的父亲还没有去世
前，范安荣就经常会扶着父亲在院子里
和老人们唱歌、跳舞。父亲去世后，范安

荣更加把社区的老人当作亲人。为了让
老人们不那么寂寞，范安荣和社区老人
们组织起了一支表演队伍，她还充当起
舞蹈老师，为大家选歌曲，编排动作。

遇到节日或是特殊日子，范安荣就
和老人们一起表演节目，每次表演的过
程，她都会用手机拍摄下来，记录下老人
们的笑容，发给老人远方的子女。今年
82 岁的钱老太太由于生病造成半身不
遂，范安荣每天都去探望老人，给她理
发、陪她唱歌、给她讲笑话。钱老太太在
范安荣的陪伴下心情开朗，笑容天天挂
在脸上。“我的儿女不在身边，安荣就是
我的女儿，是我们大家的女儿，她还是开
心果……”钱老太太动情地说。

除此之外，范安荣还经常去敬老院，
为那里的老人们理发、按摩、表演节目。

“和这些老人能住在小区几十年，就是缘
分，他们有的跟我的父母亲一样大，我想
让老人们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所以，我就
是他们的女儿。”范安荣说。

二机社区负责人纪晓燕说，范安荣的
身上散发着满满的正能量和对生活满满
的热情，她像一条五彩的纽带，将这些空
巢老人、孤寡老人的心系在一起，组建成
一个更大的欢乐家庭，因为她的存在，辖
区空巢老人和孤寡老人不再那么孤单。

范安荣范安荣：：社区老人们的好女儿社区老人们的好女儿
本报记者 燕卓 文/图

范安荣为老人按摩身体范安荣为老人按摩身体。。

范安荣为老人们表演节目范安荣为老人们表演节目。。

本报讯（记者 季蓉）2018 年 12 月
25 日，全省首家“委员驿站”——西宁
市、城西区两级政协委员万方城·（兆
维）楼宇党建共同体“委员驿站”正式
挂牌。

“委员驿站”的成立开启了政协委
员同楼宇党建共同体、同人民群众沟
通交流的新渠道，为政协委员更好地
履职，充分发挥在政治生活、职业生
活、社会生活中的示范带头作用，提高
政协工作的开放度和群众参与度搭建
了平台，创造了条件。

“委员驿站”将依托城西区万方城
楼宇党建共同体，以青海兆维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为支点，实行楼宇
党建工作“1234+N”模式，强化宣传，加
强对党员的管理；以召开座谈会、联谊
会等形式，促进政协委员信息互通；通
过楼宇党建平台，加强党对政协工作
的领导，紧紧围绕民主团结两大主题，
充分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全面了解
社情民意，建言献策。

今后，“委员驿站”作为西宁市、
城西区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将
进一步加强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努
力 把“ 委 员 驿 站 ”建 成“ 委 员 学 习 阵
地 ”“ 委 员 民 主 阵 地 ”“ 委 员 履 职 阵
地”。

全省首家“委员驿站”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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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