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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韩城讯（记者张军建）
重整行装再出发，厉兵秣马再奋
进。2019年春节后第一个工作
日，韩城市各级领导干部与各社
会团体、企业、学生代表，齐聚澽
水河堤，举办“2019·奔跑吧，韩
城”全民健身活动，韩城市委书
记褚锦锋发布出发令，领跑第
一方阵。

在活动中，机关干部组、企
业团体组、妇女团体组、社会群
体组、学生团体组等五个方阵
依次出发。

据参加活动的张洁宁讲，
在新春上班第一天举办这样的
活动，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她相信，新年新起点，韩城将以

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以更加
务实的工作作风，用奋斗者的

姿态回归工作，蹄疾步稳，勇毅
笃行。

健身跑跑出新年新状态

昨天上午11点多，记者赶到
西安市碑林区红十字会办公室
时，见到了两位正在忙碌的工作
人员。

工作人员党琪向记者介绍，
他们辖区有个贫困大学生需要一
部相机和一台电脑，整个上午，她
和同事都在联系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希望帮孩子完成这个新年
愿望。

“这个孩子的母亲患有红斑

狼疮，无法工作，还常年需要吃
药。父亲是个残疾人，家里确实
比较困难，是长安路街道办的低
保户。”党琪称，家庭困难，但孩
子本人十分优秀，去年考上了西
安邮电大学。这次向街办及红
十字会求助，是因为其学的数字
媒体专业，电脑和相机是必须要
用的。

“我一上午已经打了五六个
电话，目前还没有落实下来，但

这个消息已经通过志愿者们在
扩散，相信很快，孩子的这个新
年愿望就能实现。”党琪向记者
介绍，牵线搭桥帮助需要帮助的
每一个人，就是他们的本职工
作。而在新年后第一天做这件
事，她觉得精神头满满。在此，
党琪也希望，本报的爱心读者能
伸出援手，帮这个贫困大学生
圆梦。
首席记者张晴悦记者李宗华

春节后首个工作日

窗口单位“满格电”
春节长假后的第一天，许多市民还沉浸在春节的祥和气氛中，而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窗口

服务单位已经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2月11日，记者带你走进各服务窗口单位，看看他们的工作
状态。

红十字会援手贫困大学生

上午9点半，记者来到长安北
路上的省政务大厅，大厅门前的四
个大红灯笼和一副对联仍然透露
出新春的气氛，而大厅里的工作人
员已经迅速进入了饱满的工作状
态。伴随着大厅广播叫号的声

音，市民根据手中的号码陆续前
往指定窗口办理业务，春节后第
一天的工作随之拉开了帷幕。

记者注意到，由于新年刚过，
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并不多，但
大厅的各个综合窗口的工作人员

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耐心地等待
着，面对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他
们像往常一样有条不紊地处理着
业务。同时，大厅的显示屏上滚
动播放着医疗保险、保障房申请
等业务的审批结果。

状态饱满工作有序省政务大厅

下午 2 点左右，在地铁 2 号
线会展中心站 C 出口的公共自
行车闸机式服务站，几个市民
正在值守窗口排队办理公共
自行车开卡业务。记者看到，
从排到窗口算起，市民拿出准

备好的本人身份证和押金，填
单子、开票，整个过程下来不
到 2 分钟。

“之前主要是骑共享单车，
自从公共自行车开通电子围栏
内无桩还车功能之后，同事们都

表示新车的骑行体验良好，今天
把之前取消的租车业务重新来
开通一下。”刚刚办完开卡业务
的市民汤婷婷告诉记者，这次办
理业务的速度比自己第一次开
卡时快了很多。

办理业务快速高效公共自行车服务站

“您好，我要异地换照，刚刚
已经体检过了。”“好的，跟您说一
下，办理之后您的驾照会转成西
安市的。”下午3点多，在东仪路附
近的西安市车管所南区分所办事
大厅，市民方女士在工作人员的

引导下，很快就办完了异地更换
驾照的业务。

新年后上班第一天，相对于
其他窗口，前来办理驾照业务的
市民明显多一些。一个上午，大
概就有150多人前来办理，还有一

些市民前来咨询报考驾照的问
题。针对各种各样的情况，工作
人员耐心地指导市民办理各项业
务，对于办理过程中市民不清楚
的地方，都给予细致的解释和指
导。 本报记者文晨

驾照业务办理是热点西安市车管所

节后上班第一天
社区早开门早收心引居民点赞

2月11日，是春节后第一天上班。昨日早上，记者走访安东
街社区、铁路局社区、东大街社区，发现社区工作人员早到岗、早
收心，精神饱满的工作状态赢得前来办事的居民称赞。

早上8点40分，安东街社区已
经热闹起来，记者看到，社区前的
小广场上，有不少社区工作人员忙
碌着，有的拿着抹布擦洗健身器
材，有的拿着大扫帚扫操场，有的
拿着小笤帚清扫拐角的积雪。“初
六的雪已经打扫了，现在就是把一
些积雪清理一下，这样大家出来活
动，脚底下干净、安全。”社区主任
梁丽静说。

小广场打扫完后，9点多，社区
召开节后“收心会”，为了不耽误居
民前来办事，会议安排在一楼服务
大厅召开。“呀！社区这么干净，人
家都上班了，没想到。”一进门看到

这么多人在岗，前来办事的居民高
先生感到有些意外。高先生是来
给妻子办居民医保停办的，节前妻
子找的新单位给办医保，需要将居
民医保停办才行。“您带了停保人
的居民医保本和身份证了吗？”工
作人员问。接过高先生递过来的
医保本，工作人员说：“您稍等会，
我上医保专网给您办。”

5分钟后，高先生妻子的居民
医保停办手续就处理好了。高先
生高兴地说，听说办医保需要专人
专岗专网处理，要是节后人没上
班，就得等，没想到这么一会就办
好了。

安东街社区：居民医保业务5分钟就办好

早上8点多，铁路局社区的楼
道内不时传来“新年好”的问候
声。过道有人正在弯着腰拿着拖
把拖地，会议室的门大开着，一位
工作人员正在擦桌子，每个办公
室的门都大开着，不时有人拿着
抹布、拖把进出。记者刚一进去，
就有人提醒：“稍等会，我们先打扫
卫生。”

9 点多，整个办公区干净整
洁。社区主任赵亚萍在节后的“收
心会”上说，春节假期已经结束，希
望大家尽快从“节日状态”迅速切
换到“工作状态”，以全新的面貌投

入到工作中。
10点多，一位女士来社区给孩

子的寒假社会实践盖章，她一边从
包里拿资料，一边环顾四周说：“今
天社区的人都上班呀，还打扫得这
么干净。”工作人员笑着说：“不到9
点我们社区都开门了，不能耽误大
家办事。”

记者看到，由于是节后第一
天上班，前来办事的居民大多集
中在 10点以后，主要办理盖章手
续以及政策咨询等。对于节后第
一天社区工作人员的状态，居民
连说好。

铁路局社区：早开门忙打扫早收心

在西安市碑林区柏树林街办
东大街社区，记者见到了一行拿着
扫帚簸箕正打算上街打扫卫生的
工作人员。社区书记刘文风向记
者介绍，新年新气象，上班第一天
打扫卫生，是他们社区的传统。这
一工作进行完毕后，他们还将去看
望慰问社区里的独居老人。

“东大街社区老旧小区比较
多，住的老年人也多，很多都存在
物业跟不上、老人们自己又无力清
理居住环境的问题。在平时，这也
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在建国四巷
23号院，刘文风一边带领工作人员
清理地上的积雪，一边向记者介绍
说，该小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
表。春节期间，为确保老人们过一
个欢乐祥和的年，社区专门安排有

值班人员留意这些小区里的清洁
状况、水电安全等。

随后，记者又跟随刘文风一行
看望慰问了几户独居老人，工作人
员帮老人打扫了家里卫生。83岁
的吴桂芳老人感慨地说，年前社区
才上门给她送了新鲜蔬菜，春节后
一上班，工作人员又第一时间赶来
看望她，这让她心里“暖得很”。一
辈子不曾成家，始终一个人生活的
76岁老人郑长安则称，社区的工作
人员就像他的亲人。“隔三差五就
来看一下我，问问有没有什么困
难，我这心里都记着呢。”

对此，东大街社区副主任丁玲
芝称，新的一年，他们将以更饱满
的精神状态，为群众提供更好的
服务。

东大街社区：社区工作人员看望独居老人

本报记者郑伊琛首席记者张晴悦

社区工作人员清扫院落 本报记者李宗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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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韩城讯（记者张军建）
重整行装再出发，厉兵秣马再奋
进。2019年春节后第一个工作
日，韩城市各级领导干部与各社
会团体、企业、学生代表，齐聚澽
水河堤，举办“2019·奔跑吧，韩
城”全民健身活动，韩城市委书
记褚锦锋发布出发令，领跑第
一方阵。

在活动中，机关干部组、企
业团体组、妇女团体组、社会群
体组、学生团体组等五个方阵
依次出发。

据参加活动的张洁宁讲，
在新春上班第一天举办这样的
活动，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她相信，新年新起点，韩城将以

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以更加
务实的工作作风，用奋斗者的

姿态回归工作，蹄疾步稳，勇毅
笃行。

健身跑跑出新年新状态

昨天上午11点多，记者赶到
西安市碑林区红十字会办公室
时，见到了两位正在忙碌的工作
人员。

工作人员党琪向记者介绍，
他们辖区有个贫困大学生需要一
部相机和一台电脑，整个上午，她
和同事都在联系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希望帮孩子完成这个新年
愿望。

“这个孩子的母亲患有红斑

狼疮，无法工作，还常年需要吃
药。父亲是个残疾人，家里确实
比较困难，是长安路街道办的低
保户。”党琪称，家庭困难，但孩
子本人十分优秀，去年考上了西
安邮电大学。这次向街办及红
十字会求助，是因为其学的数字
媒体专业，电脑和相机是必须要
用的。

“我一上午已经打了五六个
电话，目前还没有落实下来，但

这个消息已经通过志愿者们在
扩散，相信很快，孩子的这个新
年愿望就能实现。”党琪向记者
介绍，牵线搭桥帮助需要帮助的
每一个人，就是他们的本职工
作。而在新年后第一天做这件
事，她觉得精神头满满。在此，
党琪也希望，本报的爱心读者能
伸出援手，帮这个贫困大学生
圆梦。
首席记者张晴悦记者李宗华

春节后首个工作日

窗口单位“满格电”
春节长假后的第一天，许多市民还沉浸在春节的祥和气氛中，而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窗口

服务单位已经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2月11日，记者带你走进各服务窗口单位，看看他们的工作
状态。

红十字会援手贫困大学生

上午9点半，记者来到长安北
路上的省政务大厅，大厅门前的四
个大红灯笼和一副对联仍然透露
出新春的气氛，而大厅里的工作人
员已经迅速进入了饱满的工作状
态。伴随着大厅广播叫号的声

音，市民根据手中的号码陆续前
往指定窗口办理业务，春节后第
一天的工作随之拉开了帷幕。

记者注意到，由于新年刚过，
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并不多，但
大厅的各个综合窗口的工作人员

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耐心地等待
着，面对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他
们像往常一样有条不紊地处理着
业务。同时，大厅的显示屏上滚
动播放着医疗保险、保障房申请
等业务的审批结果。

状态饱满工作有序省政务大厅

下午 2 点左右，在地铁 2 号
线会展中心站 C 出口的公共自
行车闸机式服务站，几个市民
正在值守窗口排队办理公共
自行车开卡业务。记者看到，
从排到窗口算起，市民拿出准

备好的本人身份证和押金，填
单子、开票，整个过程下来不
到 2 分钟。

“之前主要是骑共享单车，
自从公共自行车开通电子围栏
内无桩还车功能之后，同事们都

表示新车的骑行体验良好，今天
把之前取消的租车业务重新来
开通一下。”刚刚办完开卡业务
的市民汤婷婷告诉记者，这次办
理业务的速度比自己第一次开
卡时快了很多。

办理业务快速高效公共自行车服务站

“您好，我要异地换照，刚刚
已经体检过了。”“好的，跟您说一
下，办理之后您的驾照会转成西
安市的。”下午3点多，在东仪路附
近的西安市车管所南区分所办事
大厅，市民方女士在工作人员的

引导下，很快就办完了异地更换
驾照的业务。

新年后上班第一天，相对于
其他窗口，前来办理驾照业务的
市民明显多一些。一个上午，大
概就有150多人前来办理，还有一

些市民前来咨询报考驾照的问
题。针对各种各样的情况，工作
人员耐心地指导市民办理各项业
务，对于办理过程中市民不清楚
的地方，都给予细致的解释和指
导。 本报记者文晨

驾照业务办理是热点西安市车管所

节后上班第一天
社区早开门早收心引居民点赞

2月11日，是春节后第一天上班。昨日早上，记者走访安东
街社区、铁路局社区、东大街社区，发现社区工作人员早到岗、早
收心，精神饱满的工作状态赢得前来办事的居民称赞。

早上8点40分，安东街社区已
经热闹起来，记者看到，社区前的
小广场上，有不少社区工作人员忙
碌着，有的拿着抹布擦洗健身器
材，有的拿着大扫帚扫操场，有的
拿着小笤帚清扫拐角的积雪。“初
六的雪已经打扫了，现在就是把一
些积雪清理一下，这样大家出来活
动，脚底下干净、安全。”社区主任
梁丽静说。

小广场打扫完后，9点多，社区
召开节后“收心会”，为了不耽误居
民前来办事，会议安排在一楼服务
大厅召开。“呀！社区这么干净，人
家都上班了，没想到。”一进门看到

这么多人在岗，前来办事的居民高
先生感到有些意外。高先生是来
给妻子办居民医保停办的，节前妻
子找的新单位给办医保，需要将居
民医保停办才行。“您带了停保人
的居民医保本和身份证了吗？”工
作人员问。接过高先生递过来的
医保本，工作人员说：“您稍等会，
我上医保专网给您办。”

5分钟后，高先生妻子的居民
医保停办手续就处理好了。高先
生高兴地说，听说办医保需要专人
专岗专网处理，要是节后人没上
班，就得等，没想到这么一会就办
好了。

安东街社区：居民医保业务5分钟就办好

早上8点多，铁路局社区的楼
道内不时传来“新年好”的问候
声。过道有人正在弯着腰拿着拖
把拖地，会议室的门大开着，一位
工作人员正在擦桌子，每个办公
室的门都大开着，不时有人拿着
抹布、拖把进出。记者刚一进去，
就有人提醒：“稍等会，我们先打扫
卫生。”

9 点多，整个办公区干净整
洁。社区主任赵亚萍在节后的“收
心会”上说，春节假期已经结束，希
望大家尽快从“节日状态”迅速切
换到“工作状态”，以全新的面貌投

入到工作中。
10点多，一位女士来社区给孩

子的寒假社会实践盖章，她一边从
包里拿资料，一边环顾四周说：“今
天社区的人都上班呀，还打扫得这
么干净。”工作人员笑着说：“不到9
点我们社区都开门了，不能耽误大
家办事。”

记者看到，由于是节后第一
天上班，前来办事的居民大多集
中在 10点以后，主要办理盖章手
续以及政策咨询等。对于节后第
一天社区工作人员的状态，居民
连说好。

铁路局社区：早开门忙打扫早收心

在西安市碑林区柏树林街办
东大街社区，记者见到了一行拿着
扫帚簸箕正打算上街打扫卫生的
工作人员。社区书记刘文风向记
者介绍，新年新气象，上班第一天
打扫卫生，是他们社区的传统。这
一工作进行完毕后，他们还将去看
望慰问社区里的独居老人。

“东大街社区老旧小区比较
多，住的老年人也多，很多都存在
物业跟不上、老人们自己又无力清
理居住环境的问题。在平时，这也
是我们的工作重点。”在建国四巷
23号院，刘文风一边带领工作人员
清理地上的积雪，一边向记者介绍
说，该小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
表。春节期间，为确保老人们过一
个欢乐祥和的年，社区专门安排有

值班人员留意这些小区里的清洁
状况、水电安全等。

随后，记者又跟随刘文风一行
看望慰问了几户独居老人，工作人
员帮老人打扫了家里卫生。83岁
的吴桂芳老人感慨地说，年前社区
才上门给她送了新鲜蔬菜，春节后
一上班，工作人员又第一时间赶来
看望她，这让她心里“暖得很”。一
辈子不曾成家，始终一个人生活的
76岁老人郑长安则称，社区的工作
人员就像他的亲人。“隔三差五就
来看一下我，问问有没有什么困
难，我这心里都记着呢。”

对此，东大街社区副主任丁玲
芝称，新的一年，他们将以更饱满
的精神状态，为群众提供更好的
服务。

东大街社区：社区工作人员看望独居老人

本报记者郑伊琛首席记者张晴悦

社区工作人员清扫院落 本报记者李宗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