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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贺万伟）春去夏至，
“楼市探春”看房团余热未消，西海都市
报“择一城·终一生”四川看房团招募工
作已盛大启幕。5 月 17 日至 19 日，看房
团将走入四川省广汉市优筑·天府城感
受别样的古蜀文明城市综合体。三星堆
文旅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大学、商超、
医 院 、轻 轨 ...... 你 想 要 的 配 套 ，一 次 配
齐！西海都市报看房团就是这么靠谱！
报名吧还等什么呢？

近年来，我省居民纷纷选择去外地
养老，问卷调查显示，有 60%的人有意愿
去外地买房投资或养老，选择区域排名
前五的依次是四川、江苏、陕西西安、浙
江杭州、广西。四川省成为青海人置业
购房的最佳地区。众多选择四川的人表

示，四川气候温暖湿润，距离青海近，西
成高铁的建设更是拉近了四川与青海的
距离。此外，适宜的房价和物价也是他
们考虑的因素。

广汉，一座自带光环的文化名城，
一座链接成德双城的枢纽重镇，在“一
轴·四核·五片区”的战略指引下，正在
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经济活力。广汉隶
属成都北部新城，是成德同城战略重点
实施区域，同时也是成都半小时经济生
活圈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建设的不
断推进，北天府价值自然不凡。广汉地
处成德绵经济产业带中心地段、成都半
小时经济带和成都 30 公里居住圈内，北
临德阳市约 19 公里，南距成都市约 32
公里，成德同城化中，占据了连接中间

双城的位置。
2017 年，成都限购升级让投资客的

目光转向了成德绵经济产业带中心地段
广汉。广汉市政府按照“一轴·四核·五
片区”的发展规划，将城西片区打造为历
史文化生态新区，以国际文化旅游度假
为发展定位，引领广汉实现新的跨越，巨
大发展潜力凸显。

广汉城西高端生活区紧靠三星堆博
物馆和川师大校区，其配套较为完善，也
是最富特色的区域。优筑集团以精准的
战略眼光落子广汉城西，以精筑优质生活
献礼广大购房者，直接分享广汉城西发展
红利，众多城市优质资源汇聚于此，既占
地利，又抢城市发展良机，无论现在将来，
都具有不可复制的城市价值。优筑·天府

城荟萃城市中心区位、墅级资源配套，以
410 亩宏图钜献，开启前所未见的大都会
生活体验。此次，西海都市报“择一城·终
一生”四川看房团将在这里为你提供优
筑·天府城最优惠的房价、最贴心的全程
陪伴讲解、最舒适的免费吃住接待，而你
只需要报名看房团就能轻松拥有最实惠
的置业梦。

看 房 团 咨
询 电 话 ：
18997173773
15003661959 ；
扫描二维码，加
入 此 次 看 房 团
微信群，参团买
房更优惠。

“择一城·终一生”
西海都市报四川看房团华丽开启 吹响夏季购房集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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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不幸
4年前，杨红茹的婆婆左侧的盆骨

摔断了，在医院治疗了二十多天后，因
为岁数大，身体难恢复的原因，老人无
法独立生活。

从那以后，杨红茹和丈夫两人主动
搬到了婆婆家贴身照顾老人。也是从
那时起，杨红茹辞去了卖家电的工作，
专职照顾婆婆。

杨红茹的丈夫是做汽车维修工作
的，有时还要加班。两年前的一个夜
里，下班回家的丈夫走在黑灯瞎火的
楼道里，双脚踩空脸着地后重重摔在
了台阶上，本身戴着眼镜的他，摔断了
鼻梁骨和眉骨不说，眼镜碎片扎进了
左眼里。

“以前的工作他肯定是干不了了，
现在白天他可以勉强看见东西，晚上
啥也看不见。”杨红茹说，原本依靠丈
夫的工资，日子还能过得去，出事后，
家里的收入没了，在外地读书的女儿

还需要他们寄学费和生活费，此时，她
感到茫然无助。

坚强面对
没多久，杨红茹通过社区找到了

一份协管员的工作，每月工资一千多
元。家中的日常开销勉强可以维持。
好在如今女儿已经顺利读研，现在基
本已经不需要父母寄钱了。

每天清晨杨红茹起床后，都会为
老人烧水准备早饭，婆婆便可以依靠
一条腿的支撑下床坐在轮椅上。为
此，杨红茹专门给婆婆买了一个适合
她身材的小型轮椅，还砸掉了老房子
的台阶，换上了光滑的木地板，还在
每个房门的门梁上包了一层软和的
泡沫，以防婆婆被磕到。

婆婆不爱吃外面买的馍和面条，
杨红茹就照老人的口味给她做。记者
采访时，老人躺着的卧室里不时会有
些动静，这时，杨红茹总会起身到房间
里看看婆婆。

无怨无悔
家、社区、菜市场，杨红茹过着三

点一线的平淡生活，平时都不敢走太
远。

杨红茹说，她已经记不得自己最
后一次出门跟朋友聚会是什么时候
了。“要是我出门，心里总是在担心婆
婆，一来二去的，我也就不想出去了。”

“孝敬老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
也是我应该做的。”杨红茹对记者说。

杨红茹撑起一个家
本报记者 季蓉

本报讯（记者 马小玮）最近，城北区祁连路光
明小区原本一排残破废旧的灰色仓库变成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仓库上出现了一幅长约 50米左右
的手绘画，手绘画有两个主题，一个是以红色、黄
色为基调的“我和我的祖国”，还有一个是以绿色
为主调的“保护地球我的家”。

这些手绘画是城北区朝阳街道办事处祁连路
西社区联合城北区城管局垃圾分类推进办公室、
朝阳街道办事处社会事务科和小区住户共同绘制
的。绘制前，大家提前画好效果图，搭配好颜色，
在仓库门上一笔一画勾勒出线条。参与绘画的小
区单元长李全福很激动，他第一次参与手绘活动，
李全福感慨地说：“小区环境现在越来越好了，变
化大，我们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生活很幸福。”

“我们光明小区好得很！”“干净整洁、环境优
美！”“小区变化特别大，现在住得很舒适”……5月
6 日，记者在祁连路光明小区采访时，多次听到居
民对小区的夸赞。

说起小区近几年的变化，很多住户感慨不
已。据了解，光明小区共有 5栋楼、206户住户，建
于上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但是四五年前，光
明小区和许多老旧小区一样，存在很多问题：没有
物业管理、基础设施陈旧、环境卫生差，让住户和
祁连路西社区工作人员头痛不已。

为了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和小区基础设施，省、
市、区各级政府和部门将小区逐步打造成文明、舒
适、绿色、宜居的生活环境。小区通过 2015 年的
棚户区改造、历年来的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为住宅
楼安装保温层、更换了窗户、改造屋顶防水、更换
单元门。同时，在小区内建成了科技长廊、安装健
身器材、摄像头，改造了小区花园，修建了小区垃
圾分类屋。

本报讯（记者 燕卓）为了给予辖区
失独家庭更多的关爱，近日，城中区卫
生和计划生育局在城中区文化馆开设
了计生特殊家庭兴趣班，帮助社区失独
家庭人员走出阴影，回归正常生活。

城中区南川东路街道办事处瑞驰
社区居民魏女士经历了丧子、离异的
多重打击，病痛也一点一点地侵蚀着
她的身体，时刻不能离药。瑞驰社区

工作人员不定期到她家看望，节假日
也会邀请她一起过节。得知计生特殊
家庭兴趣班开课的消息，社区开导魏女
士报名参加。魏女士参加了兴趣班之
后，在工作人员的心理疏导和同伴们的
陪伴与慰藉下，她和其他失独家庭人员
逐渐找回往日的快乐。“在兴趣班里唱
唱歌，听好听的音乐，结交一些朋友，感
觉很充实。”魏女士说。

5 月 6 日，瑞驰社区工作人员告诉
西海都市报社区记者，辖区有失独家
庭 14 户，社区通过走访慰问、心理疏
导、一对一帮扶，给予他们生活和精神
上的关爱，使辖区失独家庭感受到了
党和国家的关怀及社区的温暖，让他
们不再孤单。同时，还积极引导和鼓
励有特长的失独家庭人员参加社会公
益活动，让他们发挥余热，充实生活。

本报讯（记者 季蓉）“小区的绿地实在太少
了，已经影响到了小区整体美观，能不能增加一些
绿地呢？”近日，家住商业巷 4 号银泰花苑小区的
居民向西海都市报社区联络站反映。

银泰花苑小区是个由业委会自治管理的楼
院。楼院荒地较多，进院处有一块约 200 平方米
的花园长期无人打理，杂草丛生。“这里最早是小
区的绿地，因为没人打理，久而久之就撂荒了。”记
者现场采访时，一名居民说。

据了解，为推动老旧小区的绿化工作，从 4月
开始，城西区东交通巷社区针对辖区各小区内存
在的黄土裸露、植物病株缺株等情况排查、汇总、
登记后，上报城西区市政公用服务中心。

这几日可把银泰花苑小区的居民们高兴坏了，
因为社区免费送来了 200余株植物，有榆树、牡丹、
牵牛花、草籽等。

在小区业委会和社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大
家一起动手清理了土里的杂物。在种植过程中，
工作人员分工明确，有的挖坑、有的栽花、有的提
桶浇水，处处是忙碌的身影。一番劳动后，一棵棵
新栽种的树苗亭亭玉立，为小区增添了绿色，美化
了小区环境。

5 月 6 日，经过花园的居民说，后期大家也会
努力养护好小区的花花草草，让周边环境变得更
美更宜居。

失独人员在兴趣班里找回快乐

小区废旧仓库
成亮丽风景线

老旧小区绿化
社区带头行动

近 日 ，西 宁 市 城 北 区
朝阳街道办事处朝阳西路
社区联合辖区单位、党员
志愿者、青年志愿者、朝阳
街道城管队员开展“携手
亮河道”活动，希望通过活
动 促 进 辖 区 河 道 卫 生 建
设，提高全民的劳动和服
务意识，树立劳动光荣的
观念。

本报记者 马小玮 摄

提起城西区兴胜巷社区居民 50 岁的杨红茹，社区工作人员个个都在夸她。婆婆出事后，她辞去原本收
入不错的工作，在家一心一意侍候婆婆。当丈夫出意外后，为了撑起这个家，她选择在家就近当了一名社
区协管员。她说，这样一来，既能照顾家人还能挣点钱贴补家用。

5 月 6 日，在兴胜巷社区主任许红艳的指引下，西海都市报社区记者找到了杨红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