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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三秦都市报党支部开展重阳节送温暖活动
为弘扬尊老敬老的传
统美德，让空巢老人、困难
老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与
关爱，10 月 12 日、13 日，三
秦都市报党支部组织党员
代 表 前 往 老 人 家 中 ，开 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 重阳节送
温暖”
活动，
陪老人们过节。
此前，从 2015 年开始，
三秦都市报全媒体每年联
合阿里正能量、志愿者团队
等组织开展重阳节公益活
动，累计为近万名老人送上
关爱、实现微心愿，并有上
百位志愿者与老人结对子
长期帮扶。
本报党员代表为老人包饺子
地点：西安市临潼区

地点：西咸新区沣东新城

同过重阳节 老人乐开怀

为失明老人包饺子

都是自己在家包饺子吃，今年和老
伙计们一起过节，很高兴，这个重
阳节我会一直记得。”86 岁的刘老
先生说。
现场，主办方和志愿者团队为
18 位老人每人送上米、面、油、卫生
纸、骆驼奶粉、饮料和杯子等爱心
物资。志愿者韩明明为老人们送
上祝福并演唱了两首歌曲，将气氛
推向高潮。
随后，主办方和志愿者带着爱
心物资，前往报名参加活动的田老
先生和另一户老人家中送温暖。
走进农家小院，田老先生热情地
招呼着大家。得知老人喜欢吃饺
子，陕慈协古城正能量志愿服务
队负责人王武等人围坐在一起，
与老人聊着天，给老人包起了饺
子。哥哥家的石榴熟了等待销
售，田老先生的重阳节心愿是希
望有人能帮忙销售，志愿者团队
现场认购了 115 箱石榴。
“ 我们先
帮老人解决部分问题，后续将继续
帮老人推介。”世园旅汽先锋模范
号负责人马军锋说。
本报党员也认购了部分石榴
和花椒。
“ 与基层党组织共同开展
主题党日活动，互相分享党建开展
情况，探讨我为群众办实事方式和
措施，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我为
群众办实事’走深走实夯实基础。”
活动结束后，本报党员王超说。

小组，长期对接帮扶薄老太太，每
周都会安排志愿者上门服务。秘
书长徐玉华就是帮扶小组的具体
负责人。”温西顺说。
一部分人陪老人聊天，一部分
人走进厨房忙了起来，很快，志愿者
徐小妮便将饺子馅和和好的面端了
出来。在客厅，大家一起包起了饺
子。你擀皮我来包，客厅里一幅其
乐融融的景象。这边还在包，那边，
徐玉华已将部分饺子下进了锅里。
得知老人喜欢吃汤的，她用心调
味。饺子煮好了，徐玉华将饺子盛

进碗里，
端到老人面前。
“我吃不了多
少，大家一起吃。”拿起筷子，老人叮
嘱让每个人都吃上。
“你们能来看我，
我已经很高兴了，还特意包饺子给
我吃，
我实在是太感动了。
”
老人说。
吃完饺子，老人很是高兴，向
前来看望自己的众人道谢，她跳起
了广场舞、新疆舞，还扭起了秧歌。
当日，三秦都市报党支部组织
委员、副总编辑祝光将一本党史学
习资料交到刘永强手中，并表示，
希望两个支部加强联系，交流学习
体会。

地点：西安市莲湖区

老人觉得这个重阳节最幸福
本报党员代表 、
志愿者慰问李老太太

10 月 13 日，三秦都市报党员
代表前往临潼区穆寨街道穆柯寨
村，与世园旅汽“先锋模范号”、陕
慈协古城正能量志愿服务队志愿
者和 20 位老人一起过节。
在穆柯寨村文化礼堂，众人通
过视频，了解了村史、村情。在穆
柯寨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穆柯寨
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姚转
良介绍了穆柯寨村的基本情况、帮
扶成效以及目前有待解决的问题；
穆寨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涛介绍了
街办相关情况；三秦都市报党支部
书记、社长高敬毅介绍了三秦都市
报党建开展和全媒体发展情况。
三秦都市报党支部副书记、总
编辑刘国英，三秦都市报党支部纪
检委员、副总编辑王红哲，西安市
出租汽车管理处副处长王永光，临
潼区融媒体中心主任邱建清，以及
党员代表、志愿者代表参加会议，
并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主题进
行了交流。
11 时，在穆柯寨红白理事广
场，前来陪老人过节的众人，你擀
皮我包馅，忙得热火朝天。老人们
坐在一起聊天，吃瓜子、花生，很
快，一盘盘热腾腾的饺子便端上了
桌，夹起一个蘸上料汁送进嘴里，
别提有多香了。
“ 有肉的、有素的，
想吃哪种吃哪种，很贴心。”有老人
伸出大拇指点赞。
“ 往年重阳节我

老人开心地为大家表演节目

入户慰问，帮田老先生圆心愿

10 月 12 日上午，三秦都市报
党员代表带着米、面、油、牛奶、饮
料等，与三桥街社区工作人员、陕
慈协初木公益志愿者服务队志愿
者 一 起 走 进 薄 老 太 太 家 ，陪 她
过节。
“阿姨，我们来陪您过节了。”
听到敲门声，薄老太太摸索着打开
门。
“ 你们来了啊，快进来。”一开
门，老人就热情招呼道。得知前来
陪她过节的人中有熟悉的社区工
作人员、有三秦都市报党员代表、
有多位志愿者，老人摸索着要为大
家拿椅子。
“您坐着，我们自己来。”
三秦都市报党支部组织委员、副总
编辑祝光，三桥街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刘永强，陕慈协初
木公益志愿者服务队理事长温西
顺坐在老人身边，和老人拉起了家
常。老人眼睛看不见，又是独自生
活，大家都很关心老人的生活。
“我
看不见，但扫地、缝被子都还可以，
简单的饭也可以自己做。”老人说，
出门买菜是自己最大的难事。
“我们数名志愿者将组成帮扶

志愿者为老人拍下重阳节美照

穿上鞋一压，更疼，不过没事，我都
习惯了。”听到老人这么说，陈文英
和站在一旁的志愿者马广仓和周
丽很是心疼。
“孩子，你忙活挺久了，可以
了。”看着一直干活的郑海，老人
说。
“ 还没好，你们再聊会，我给您
修得好好的。”郑海说。一瞬间，老
人红了眼眶。
“ 除了生病时女儿给
我洗过脚，再就没人给我洗过，你
们不仅拿来泡脚药还这么细心地
帮我修脚，我实在是太感动了。”宗
89 岁的李老太太是一位独居 胜志愿者服务队队长张百胜为老 祯祥喜欢唱歌，尤其擅长唱红歌。
老人，她的重阳节心愿是：希望志 人送上重阳节祝福和两袋泡脚药， 为了发挥自己的特长，宗祯祥加入
愿者陪自己聊聊天，一起过节。
陕慈协慈善先锋志愿者服务队队 志愿者服务队，成为一名志愿者，
10 月 12 日下午，三秦都市报 长 阎 苏 越 仔 细 询 问 老 人 身 体 情 拍照、录像，为服务对象演唱歌曲，
党员代表和陕慈协慈善先锋志愿 况。
“ 你们大家都忙，还特意来看 他是志愿者服务队中的“铁杆”队
者服务队、一元关爱百胜志愿者服 我，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们。” 员。当天，他为老人连唱两首歌，
“ 你唱
务队志愿者带着主办方提供的米、 看到有志愿者站着，老人热情地招 老人伸出大拇指为其点赞。
面、油、卫生纸、牛奶、饮料等，一起 呼大家都坐下。闲聊时，张百胜端 得真好。”老人说，志愿者陪她聊
走 进 李 老 太 太 家 ，陪 她 共 度 重 来水，放进泡脚药让老人泡脚，志 天、为她修脚、唱歌给她听，她觉得
阳节。
愿者郑海开始给老人修脚，看到老 自己是这个重阳节最幸福的老人。
文/本报记者 陶颖
看到志愿者来陪自己过节，老 人有脚趾凸起，志愿者陈文英询问
图/本报记者 代泽均
人别提有多高兴了。一元关爱百 道，
“您的脚疼吗？“
”疼，怎么不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