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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报纸了解社会资讯，在老人的生
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步子快，抓得
准。”12月 2日，老读者罗永正对本报社区
记者说。

在八旬老人罗永正家中，《西海都
市报》叠放得整整齐齐。“阅读报纸，可
以更好地跟上新时代的步伐。”84 岁的
罗永正笑着说。老人退休后，1998 年的
一天，他在报刊亭中看到了《西海都市
报》,报纸散发着油墨味，白纸黑字传递
最新消息，罗永正立即就被吸引，他欣
喜 若 狂 地 一 口 气 读 完 了 几 个 版 的 内
容。从那以后他就自费订阅，一直到现
在。

罗永正年岁已高，腿脚也不太方便，但
是他每天坚持去小区门卫室拿报纸，21年
雷打不动，风雨无阻。罗永正说：“都市报
是我的精神食粮，一天不读，我就感到心
里空空的。”老人说，自己的文化水平不
高，每天读报纸的时候遇到不会读的字或
者不知道意思的词语，就会翻开报纸旁边
的《新华字典》，一个字一个字的查找。

订报纸 21 年里，罗永正收集了十几
年的报纸，老人每天都要扎进报纸堆里好
几个小时。罗永正说，2018 年从《西海都
市报》上看到其他读者与都市报 20 年的
故事，他深有同感。之前他搬家时，整理

出二十多个纸箱，搬家公司不给搬，最后
还是拜托自己的女婿一趟一趟将报纸搬
过去的。

记者看到老人收藏最早的一份报纸
是 2004年 6月的报纸，这份报纸微微泛黄
几乎没有皱褶。他说，他的存放方法并不
复杂，只要放在纸箱子中，保持室内通风

干燥就行。年代久远的存报箱可以放点
樟脑球。

“我是你们报纸最资深的一批读者，
喜欢都市报接地气，有浓浓的人情味。”
罗永正说。由于他退休前一直在公路段
工作，所以他最关注的就是青海省交通运
输的情况，罗永正感慨现在青海交通实现

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难到畅”的
跨越式发展。不仅省内交通便捷，想出省
出国也更加容易。而这些交通运输信息，
就是他足不出户，从都市报得知的。

看报让他有了更开阔的眼界。报纸上
有很多正能量、贴近老百姓生活的报道。
报纸上登了很多关于老年人的惠民政策，
家里人问他具体内容，罗永正就详细给他
们解答。

罗永正说，21 年来，他不仅和《西海
都市报》成为好朋友，也和许多发行员成
了好朋友，每天早上发行员都会准时将报
纸送达，虽然这么多年送报纸的发行员换
了很多，罗永正和老伴何永兰几乎都能记
住他们的名字，还对他们嘘寒问暖，在他
们眼中，发行员吃苦耐劳，每天早早地就
将报纸送到千家万户。

由于老人听力不太好，记者离开他
家时，罗永正拿出一支笔在纸上写下真
诚祝福：“我衷心祝愿《西海都市报》越办
越好……每天传递正能量，传递最亲切、
接地气的声音！”

罗永正：祝愿《西海都市报》越办越好
本报记者 马小玮 文/图

本报讯（记者 季蓉）下雪后，一早
出门的市民在城西区部分街头发现了
一种新装备——防滑人行道，下雪天，
人们走在上面再也不怕打滑了。

防滑人行道成为今年城西区街头
雪后的亮点。12 月 3 日，据城西区建
设局工作人员介绍，根据西宁市委、市
政府关于对辖区不防滑人行道路改造
工作指示精神，为市民出行创造安全
的环境要求，城西区对辖区同仁路、黄
河路共计 6.8 公里不防滑路面改造。
在雨雪天气为市民的安全出行创造有
利条件，避免雨雪天气路面湿滑造成
行人出行不便，切实为市民创造安全
的出行条件。

据了解，目前已完成同仁路防滑路

面基层1600余米、彩色水性高分子防滑
面层完成200余米。黄河路已经完成防
滑路面基层1500余米、彩色水性高分子
防滑面层实施完成300余米。因天气等
原因，项目于明年春季天气回暖后开始
复工实施。

冬季停工时，城西区将对同仁路
和黄河路防滑改造项目路段内人员密
集的主要路口处及坡度过大处临时增
设防滑垫，确保雨雪天气行人出行安
全，为市民创造安全的出行环境。

同时，还拟在城西区主要路口增
设无机蓄光自发光材料提示标志及警
示标语，自发光材料提示标志及警示
标语将在夜间起到增强路口行人警示
作用，确保行人安全通行。

防滑人行道确保行人出行安全

本报讯（记者 燕卓）12 月 4 日是第六
个国家宪法日，我省正在组织开展 2019
年国家宪法日暨“宪法宣传周”集中宣传
活动。为了让居民知法懂法、守法敬法，
今日 10 时，《西海都市报》社区联络站联
合城中区南川西路街道办事处香格里拉
社区举办法律进社区公益活动，欢迎您参
与。

此次公益活动，香格里拉社区邀请南
川西路派出所、香格里拉社区片警马美

贤、同光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彦萍，城中区
司法局南川西路司法所工作人员为居民
开展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宣传。
活动中，还将针对居民关心的法律问题一
一答疑解惑，相信此次活动一定会让居民
大有收获。同时，也欢迎其他社区居民能
到现场，共同参与活动。

活动地址：香格里拉路 14-100 号五
期，香格里拉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会议室

活动咨询电话：6251872

本报法律进社区公益活动今日启动

本报讯（记者 芦舜）“我们有了活动
室，雨雪天也能出来活动了。”近日，家住
城东区新颜路 20 号凯颐家园的老人们开
心地说。

20号院有两栋楼，84户居民。以前小
区的活动室拆除后，居民们一直没有活动
地点，随着天气越来越冷，活动的地方也
少了。

居民们需要活动室的意愿强烈，小区
业主委员会将一间放置杂物的房间整理
出来，给大家当活动室。

活动室有了，但缺桌椅、棋牌。业主
委员会请金桥路社区帮忙，协调几张旧桌
椅，给居民们使用。

“没找到合适的旧桌椅，我们启动了社
区服务专项资金，给居民们购买了两张棋牌
桌，8张凳子等物品。”社区主任王春媛说。

桌椅、板凳、象棋、跳棋……活动室里
所需用具，社区为居民们免费配备。

居民们告诉《西海都市报》社区记者，
感谢社区为大家购置了活动用具，让大家
在开心之余，增进了邻里感情。

小小活动室 温暖居民心

近日，西关大街街道党工委在城西区市
民文化中心举行“安全连着你我他 平安幸福
靠大家”文艺表彰活动，辖区单位、“双进双
联”及“五级联动”党建联盟 150 人参加。为
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推动区域内安全生产
工作再上新台阶，西关大街街道党工委对
2019 年度工作扎实、成绩突出的 15 家单位，
授予“安全生产先进单位”称号。 （季蓉）

本报讯（记者 马小玮） 近日，马
坊街道办事处新村社区为 23个困难家
庭一次性缴付了冬季取暖费。

“真是太感谢了，社区多年来一
直坚持为我们困难家庭缴付暖气费，
感谢好政策，感谢社区！”居民王女
士高兴地对《西海都市报》社区记者
说，王女士的丈夫去世多年，她担起
了 生 活 重 担 ，还 要 照 顾 两 个 残 疾 儿
子，家庭没有经济来源。新村社区工
作人员经常去她家走访慰问，鼓励她

重新树立生活信心，逢年过节也不忘
慰问。

据了解，社区已经连续 5年为辖区
困难家庭缴付取暖费。这 23户困难家
庭包括残疾人、单亲、因病致贫家庭。
社区工作人员不仅家访了解情况，还
去小区物业公司核实情况，经过核实
后，社区从为民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中
拿出部分钱，为符合条件的 23 户困难
家庭一次性结清了冬季取暖费，为居
民送去温暖。

社区为23个困难家庭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 燕卓）生产巷 44号院是
一个老旧楼院，院子临近莫家街市场和马
路边，因院子无人看管，经常垃圾遍地。
今年在石坡街社区的协调下，这个院子有
了铁艺围墙和大门。

生产巷 44号院有三栋居民楼，院子没
有大门，长年敞开，陌生人可以随意进出
楼院，导致院内垃圾遍地。居民给《西海
都市报》社区联络站反映，院里车辆乱停
放，存在安全隐患。

石坡街社区工作人员得知此事后，他

们和生产巷 44 号院的居民召开了阳光议
事直通车会议，了解到居民想要强烈修建
围墙和安装大门的诉求，社区跟街道办事
处协商，决定动用为民办实事资金为院子
修建铁艺围墙和安装大门。

29日前，石坡街社区负责人张光辉告
诉记者，为了提高 44 号院的安全，社区协
调为楼院安装了长约 60 多米的铁艺围
墙，这样不仅安全，还美观。同时，正在为
家属院安装两个小门和一个大门，预计 12
月初就可以施工完毕。

生产巷44号院有了铁艺围墙

近日，由中共西宁
市城西区彭家寨镇委
员会、彭家寨镇富兴路
社区，中共青海新丝路
实业集团党支部等单
位联合举办初心为民
实干当下——“办实
事、解民忧、送温暖”系
列活动拉开序幕。活
动上为长期奋战环卫
一线的辖区 83 名环卫
工，每人赠送了一件品
牌保暖衬衣，并请环卫
工们品尝了一顿丰盛
的自助大餐。

本报记者 邓建青 摄

8484岁老读者罗永正每天在阳台上读报纸岁老读者罗永正每天在阳台上读报纸，，已经已经2121年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