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海全：要为云南灾区捐 5000 斤大米
8月 4 日， 云南鲁甸震后第一天， 一

名小伙子拿着孤儿证， 来到省慈善总会。
“他说要为灾区捐 5000 斤大米， 还急着要
用自己的车送去。” 工作人员回忆。

捐赠者叫华海全。 曾是一个不幸的孩
子， 父母早逝， 衣食住行都得靠别人帮
助。 “谁 送给我一件衣服， 谁给我端来
一碗饭， 我都记在一个本子上， 等我有能
力了一定会加倍奉还。” 华海全 15 岁那
年， 外出打工， 去了很多地方， 端过盘子
也当过小工， 就是想挣更多的钱， 报答曾
经帮助过他的人。

2010 年， 华海全有了十多万元的积
蓄， 打算承包一些小工程。 但就在这时，
玉树发生了地震。 “当时， 我拿出钱购
买了一吨大米运往灾区， 朋友们都说我有
病。” 面对朋友们的不解， 华海全说，
“我 是从困境中爬出来的孩子， 别人的困
难我感同身受， 由不得自己就想去帮助别
人， 不忘恩情， 就是我前行的动力。” 几
年来 ， 华海全捐资捐物达十余万元 。

“这 次给云南灾区的大米， 我特意用了真
空包装， 这样就不怕风吹雨淋， 可以把大
米完好无损地送到灾区群众的手中。” 华
海全说。

今年， 华海全成立了一家商贸公司，
他有个愿望： 等企业赢利了， 每年拿出利
润的 5%帮助家乡的困难群众， 让爱心不
间断， 让感恩的心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
落。

本报记者 莫青 见习记者 张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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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读者艺术
团总决赛精彩纷呈。

本报记者 保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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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关注本报社区文化节
本报讯（记者 燕卓）“都市报举办

的社区文化节之读者艺术团选拔赛活
动， 拉近了媒体与社区居民的距离，丰
富了市民生活，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作
用并展示了社区的魅力。 我们想来西宁
采访第二届读者艺术团选拔赛的一些
情况，也想把美丽、文明的西宁推广到
全国乃至国际。 ”8 月 12 日，中央电视
台中国国际频道 CCTV-4 戴女士给记
者打来电话说，都市报读者艺术团非常
有影响力，在选拔赛期间，他们想到西
宁为读者艺术团成员作专题报道，并在
《中国新闻》栏目播放。

本报社区文化节之第二届读者艺
术团选拔赛不仅受到央视关注， 读者

艺术团选拔赛有关报道被人民网、 新
华网、 中国日报网、 搜狐网、 青海新
闻网等众多知名网站转载， 引起网友
们的关注。

当日， 市民杨先生打来电话说，西
海都市报把文化大餐送到了居民家门
口，在街道、社区刮起了和谐欢乐之风。
相信这次读者艺术团选拔赛对丰富市
民文化生活、创建和谐社区，将会起到
推动作用，传递正能量。

家住城东区的于红说，读者艺术团
选拔赛给草根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
平台，社区文化节再起航，今年她更不
愿意错过， 哪怕自己没有才艺展示，到
时也会到现场一睹演员们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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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您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
13997128047� 96369 即可报名， 读者想
要了解更多资讯， 可以通过手机客户
端扫描掌上青海二维码或到手机运营
商店、 软件商店中搜索掌上青海下载
安装 （苹果手机请在苹果商店搜索下
载）。 读者还可以将报名信息（包括姓
名、 年龄、 表演形式、 电话） 等内容
发送至西海都市报微信公众平台， 本
报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方式： 微信添加

好友输入 “西海都市报资讯” 或者微
信号 “xhdsbnews” 加西海都市报资讯
为好友。 还要特别提醒您的是， 我们
的订报热线是 0971-8220096， 我们随
时为您提供上门订报服务。

关键词：独生子女证
中华巷社区居民马先生咨询： 他是

初婚，而妻子是二婚，离异前曾生育一个
孩子。 目前， 马先生跟妻子生有一个女
儿，他可以给孩子办理独生子女证吗？

中华巷社区工作人员答复：不可以。
虽然马先生是初婚， 但其妻以前已生育
过一胎， 马先生的女儿属于符合政策的
二胎，所以，不能办理独生子女证。

（李月娟)

关键词：迁址
新宁路西社区居民陈女士询问:新宁

路西社区新的办公地点在哪？
新宁路西社区有关负责人答复:新宁

路西社区新的办公地点已迁至西川南路
23 号夏都景苑小区 4 号楼， 社区联系电
话：6302370。 （席窗烛）

关键词：垃圾
冷湖路社区居民杨先生反映： 单元

楼的地下室堆满了垃圾， 这些垃圾是我
们楼上一位年轻人的父亲捡来的。”垃圾
堆放在地下室通道，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我们劝了几次,可老人不听。

冷湖路社区工作人员回复： 经过了
解得知，老人与儿子同住在一个小区，老
人将捡来的垃圾长期堆放在儿子的地下
室，的确影响了邻里关系。 经过调解，由
老人的儿子做通他的思想工作， 并将垃
圾运走了。 （李月娟）

本报讯 （记者 马小玮） “社区
文化节这个活动活跃了大伙的业余文
化生活， 为构建和谐家园营造了良好
的舆论氛围。” 西宁市城北区民政局
局长苟甫君表示。 8 月 11 日， 2014
年社区文化节活动再度起航的消息一
经本报公布， 就引起了相关部门、 本
报读者和网友们的关注和热议。

2013 年本报社区文化节广场舞大
赛、 活力宝宝秀、 “变废为宝” 手工
艺作品大赛、 街舞大赛等每期一主题
的系列活动，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好评。 我们总结了前一届的成功经
验， 2014 年社区文化节于 8 月起航。
西宁市城北区朝阳街道办事处党工委
副书记米泉说， 他是西海都市报的忠
实读者， 这个活动一经推出他就很关
注， 这样有意义的活动如果可以在朝
阳地区举办， 寓教于乐， 居民喜闻乐
见， 大家参加活动的积极性肯定特别

高， 社区的凝聚力进一步得到加强。
网友和读者们都表示， 西海都市

报每次举办的活动都非常有意义 。
“我 鼓励爷爷奶奶去参加这次读者艺
术团选拔大赛， 他们舞蹈队的大叔大
妈、 爷爷奶奶们表演得可带劲了， 个
个精气神十足， 去比赛的话肯定会有
好成绩。” 网友“嘟 嘟脸” 说。 不少
社区居民表示， 他们会继续关注本报
社区文化节系列公益活动， 相信这样
的公益活动， 不仅给社区文艺爱好者
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艺的舞台， 也有利
于社区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如果您对西海都市报 2014 年
社区文化节之第二届读者艺术团选
拔大赛活动有什么想法、 意见和建
议， 欢迎您告诉我们。 参与方式：
微博： http： //weibo/xihaihuati； QQ
平 台 ： 130882704； 发 短 信 至
18597105956

市民期待社区文化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