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0月1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孙建伟 校对/刘向国 微机操作/李 丽6 社会
XINGTAI DAILY

本报记者 张鑫

就餐消费更理性

国庆假日期间，记者采访中发
现，很多市民去饭店聚餐。在世贸天
街一家自助餐厅内，正在吃饭的市民
武女士对记者：“每年国庆假期，全家
人都会到饭店吃饭。往年过节都是包
桌，经常会有剩菜，造成浪费。今年大
家吃自助，吃多少取多少，减少了浪
费，还很省钱。”据了解，武女士全家
算上小孩六口人，此次就餐花费不足
300元，比往年花销省了将近一半。

记者还注意到，很多消费者在点
餐时都会询问服务员菜量大小，点餐
量是否合适。“现在条件好了，但是也
不能铺张浪费。”另一家餐厅内，市民
曹先生说。

除了消费者适度点餐的意识增
强以外，在很多饭店都能看到“理性
消费、避免浪费”的提示牌。还有餐厅
专门在点菜区内明确提示：适量取
餐，拒绝浪费。一家餐厅的经理对记
者说：“我们要求店里的点餐员及时
报出顾客点菜的数量，并且根据客人
需求给出建议。”

走亲礼品不奢华

“别看这小小一箱，里面南瓜、紫
薯、花生、冬枣等蔬菜水果种类可不
少！”正准备出门访友的邻居向记者
展示他今年的访友礼品——蔬菜礼
盒，“这些都是自己租的菜园子里种
的，绿色无污染，送人也实惠。”

有市民反映，往年走亲访友大都
是“大份”礼品。不管是水果、海鲜还

是烟酒、土特产，往往一出手就是大
箱。“东西太多，过完节也吃不完，很
多东西就变质了，太浪费了。”对此深
有感触的市民王女士对记者说，“今
年走亲访友明显不同，很多年轻人都
流行送各种综合礼盒做礼品，种类多
量还不大，不但能尝到各种美食，还
避免了浪费。”

此外，记者注意到，商家方面也
开始针对消费者的需求，简化了节日
礼品的包装，往年常见的豪华礼盒、
层层包裹的情况明显减少。一些糕点
店还恢复了用纸包装、用纸绳扎好的
老传统。

绿色出行更环保

今年国庆假期，很多市民选择了
绿色出行。更多的年轻人喜欢选择去

人少、有趣的地方游玩，不少网站上
的驴友们纷纷组团骑着单车或者乘
坐公交到周边景点游玩。市民韩先生
说：“国庆假期我们全家一起骑自行
车游玩，一路骑行一路欣赏风景。我
们还随身带了垃圾袋，将产生的垃圾
带走。”

市民苏先生则和家人坐公交车
去爬山。“我们选择不开车，也算为环
保做了点贡献吧。”

国庆节期间，记者来到野沟门水
库、邢襄古镇等景点，发现景点都很
干净，地面上的垃圾很少。不少游客
主动将垃圾投放到垃圾箱内，举止文
明。“我们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作
为一名普通市民，节约过节、健康过
节、文明过节，既是传承优良传统，也
是为创城活动增光添彩。”正在邢襄
古镇内参观的市民孙先生说。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记者走访发现，不论是婚庆、家庭聚餐、走亲访友，还是出
游赏景，越来越多的市民注重节俭过节、环保过节——

节俭环保成风尚

本报讯（记者孙建伟）国庆假期
刚刚过去，各个景点游客火爆的场面
仿佛还在眼前。10月10日，记者从市
区多家旅行社获悉，越来越多的市民
青睐错锋出游。无论是国内游，还是
出境游，节后热门秋季旅游产品仍然
很受欢迎。

如今秋高气爽，温度适宜，正
是旅游旺季。家住桥西区中华南社

区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国庆假期，
各个景点游客“爆棚”，选择在国庆
节后错峰出游，少了多人拥挤的烦
恼。他已经预定了下周去北京旅游
的车票。

昨日，记者走访市区多家旅行社
发现，各大旅行社提供的秋季旅游路
线很多，产品种类比往年更丰富，行
程安排也比较合理，基本能满足不同

层次的客户需求。
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表示，国

庆节后，部分旅游线路的预定仍然火
爆，前来咨询错峰游的市民不少。错
峰游在享受同等服务的前提下，在价
格上能享受到最大的优惠。他说，这
是因为国庆节后的下一个小长假，就
是2019年的元旦了，这也算是2018
年最长的“假期空窗期”，在这个时段

里，大部分景点都会为了吸引客流而
采取降价等措施，游客可以得到更多
实惠。

据了解，错峰出游的主要群体以
退休的老年人和自由职业者以及可
以休年假的上班族为主。家住桥西区
科苑社区的李先生已经退休，他打算
和老伴在国庆节后去上海旅游。“国
庆节后，火车票也不紧张了，景点的
游客也少了，各个酒店的住宿价格也
实惠了许多，这个时候出游最合适
了。”李先生说，他的很多朋友也都选
择了错峰出游。

节后错峰旅游受青睐

本报记者 张鑫

路建国是桥西区东由留村人，今年
55岁。从6年前开始收藏第一枚“永久”
自行车标牌起，至今已收藏了 170 种
1300余枚自行车标牌。今年环邢台国
际公路自行车赛前夕，路建国每天早晨
都带着他自己收集的车标来到七里河
体育公园，向市民展示和讲解关于车标
的故事，让人们了解更多的自行车常
识。每天的展示都会引来很多市民围观。

“我们年轻时，能骑一辆凤凰牌自
行车，跟现在开一辆奔驰轿车似的，很
让人羡慕！”65岁的孙女士说，再次看
到“永久”“飞鸽”这些老牌自行车的车
标，勾起了她对当年生活的回忆。市民
老张说，能一次看到这么多自行车标

牌，非常难得。
路建国退休前是河北电力建设公

司的一名工人。2013年，他到北京一废
铁厂看到一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永
久”自行车，精美的标牌触动了他幼时
的记忆。他由此开始了车标收藏，闲暇
之余经常会去一些废铁站和废品收购
站“淘宝”。有一次在北京，路遇一位老
先生骑着一辆“大红旗”牌自行车从他
身边经过，他立刻追了上去，好说歹说，
最后买下了车标。

6年来，路建国先后去过浙江、山
西、海南等地，一路走一路寻找。他说，
这些标牌也算是中国“自行车王国”发
展历程的见证吧。“只有展示给大家，才
能体现收藏的价值。”路建国说，今后还
会收集更多的车标。

路建国和他的1300枚车标

本报讯（记者孙建伟 通讯员
李三虎）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她却照
顾孤寡邻居的生活起居15年，样样
打理得井井有条，乡亲们都夸她是善
行美德的使者。

她叫高段芝，现年50岁，宁晋县

宁北街道北塔庄“爱帮嫂”服务队志
愿者，也是一个8口之家的女主人，
家庭和睦，其乐融融。

高段芝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但
是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日常生
活中乐于助人，经常为一些贫困孤寡

老人理发、打扫卫生，生活上接济他们。
高段芝照顾的孤寡邻居叫寇根

须，无儿无女，有些智障，今年65岁。
从2003年开始，作为邻居的高段芝
就经常接济他。2005年，看到老人破
旧的房子不能再住，高段芝和家人商

量后，专门腾出一间屋子，将老人接
过来，常常陪着他出去散步、听戏，像
对待自己的亲人一般。

2009年，寇根须患上了静脉曲
张，生活不能自理，高段芝当即把他
送到县医院，并拿出了2000元住院
费。在住院期间，高段芝和家人都悉
心给予照顾。

高段芝照顾寇根须老人，这一守
护就是15年。高段芝表示，要坚持下
去，直至为老人送终。

热心农妇15载照顾孤寡邻居

近日，临城县直幼儿园邀请牙科医生开展口腔知识讲座，现场为小朋友们做
了口腔检查。 （王永周 路云芳 摄）

日前，邢台县羊范镇祁村干部群众在路旁栽植花草。近年来，该村累计投资
1200余万元对村庄进行绿化、美化、亮化、硬化，使过去一个脏乱差的村庄变成了
一个环境优美、景色宜人的现代化新农村。 （如芬 国安 摄）

10月8日是第21个“全国高血压日”，当天上午，巨鹿县医院在万盛广场开展
义诊活动，免费为群众测量血压、血糖，做心电图，并为前来咨询的群众讲解高血压
的防治知识和治疗方法。 （崔晓瑜 摄）

本报讯（王琳 许庆常） 近日，
南宫市交警开展了客货运重点企业安
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以有效
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杜绝重
特大事故发生。

约谈重点企业，强化源头监管。
该大队分别对辖区14家客货营运重点
企业负责人进行了约谈，大队主管领
导督促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与各
企业签订了 《交通安全隐患整改责
任状》。

开展教育培训，宣讲交通知识。
组织民警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交通

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利用多媒体课件
讲解道路交通运输安全知识，分析交
通事故典型案例，与50多名企业驾驶
人员进行互动交流，解答驾驶人员在
运输工作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并向企
业重点驾驶人发放《交通安全知识手
册》300余份。同时，利用微信公众平台
发布了40余条交通安全知识。

深入重点企业，排查安全隐患。
该大队民警深入本市交通运输重点企
业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对5家存在安
全隐患的运输企业下达隐患整改通知
书，督促其限期整改。

南宫对运输企业
开展安全大整治

本报讯（记者孙建伟 通讯员
郭延娜）10月10日上午10点半，一位
老人来到市环卫处办公室，向环卫处
清洁三队队长李连军送来一封表扬信。

这位老人姓傅，今年82岁，家住
桥东区红星东小区，是一名退休职

工。他说：“今天我到这里，就是想以
一名市民和见证者的身份向清洁三
队队长李连军表示感谢。李连军不仅
对待工作认真负责，他带领清洁三队
的环卫工人把我们小区周边打扫得
干净整洁，为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做出

很大贡献，我代表居民们对环卫工人
们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也希望社会各
界给予环卫工人更多的关注、关爱和
尊敬。”傅大爷激动地说。

“谢谢大爷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环卫处相关负责人紧握着老人的手

说，“如果所有市民朋友都像您一样
对我们的工作这么理解和支持，我们
再辛苦也值得。”

李连军今年44岁，1998年加入
环卫队伍至今已有20年，一直兢兢
业业奋战一线。他是我市3000余名
环卫职工的缩影。他们踏霜踩露而
出，披星戴月而归，每天忙碌在街头
一线，为洁净市容默默奉献着，为创
建文明城市发挥重要作用。

一封表扬信送给环卫工

本报讯（赫军 徐彪）在巨鹿县
苏营镇孙家屯村有一位女乡医叫王
存玉。她出生在中医家庭，是家里的
独生女。20 岁时带着专治疙瘩、生
疮、中耳炎、乳腺不通、白带多的祖传
秘方嫁到该村。53年来，她治愈患者
10万余人，且分文不取。

自从王存玉带着祖传秘方进了
婆家门，周围五六十里远的病人慕
名而来。病人啥时候来，她啥时候
治。很多人在外打工没时间看病，趁
春节回家找上门，她也来者不拒。大
年三十、大年初一，也常有病人登门
求医。

有一位从四川嫁到河北的女患
者，生育后乳腺不通，请王存玉上家
里按摩了四次，乳腺通了，而且一分
钱没花。这位妇女非常感动，她说：

“您上我家里给治病，还不收费，真
是好医生。”53年来，王存玉出诊周
边 300 多个村，到处留下患者的赞

誉声。
王存玉治病不收费，可是配制秘

方买原料得花钱。为了保证秘方的药
效，她总是买最好的原料，这些年光
买原料就花了2万多元，这些钱多数
用的是老伴的工资。

现在，古稀之年的王存玉依然身
板硬朗，义务为乡亲看病。她满足地
说：“我跑腿上别人家里看病，锻炼了
身体。他们病好了，我心情舒畅，这比
有啥都强。”

王存玉为乡亲治病53年分文不取

▲近日，市城管支队开展专项行动，以市区32条主次干道为重点，对沿街悬挂
在树木、灯杆、隔离栏的条幅广告以及商户私设的灯箱广告、橱窗广告、促销条幅
等，予以清理规范。目前已清理违规悬挂条幅、橱窗广告等430余处，查扣灯箱广告
20余个。 （记者张鑫 通讯员康晓彬 摄）

▼10月9日上午，任县公安交警
大队在县人民广场组织举办了题为

“文明交通我践行”千人签名活动，县
直有关单位驾驶人代表、公交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文明交通志愿者、群众代
表等千余人参加。他们郑重承诺，自觉
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交通的执行者
和倡导者。

（贾亮克 王琳 摄）

根据《解决退役士兵遗
留问题政策标准和解释口
径》等相关政策规定,邢台县
退役军人管理服务中心已
经将聂振刚、王晓菊、张建
伟、董海岳、李江虎、李永
平、刘领洪、杨晓轩、韩书
云、王春生、苏国钦、胡秋
亮、李幸福、彭欣、郑爱民、
李柏岩、梁红宾、王爱林、郭
景胜、杨书利、霍立国、姚传
斌、霍贵生、李法合、李洪
全、安武江、陈党军、董辉、
樊景军、关滨杰、郝江涛、冀
拥军、贾枫桐、李保龙、李芳
庆、李广坤、吕瑞斌、马利
芹、齐贤在、尚建立、王道
广、王建林、王庆毫、王永
刚、王勇、王志刚、张宝辰、
张海庚、张海强、张吉龙、张
卫华、梁凯歌、刘利民、黄
杰、李广鑫、路兵友、李海
军、刘汉军、付东海、周建
林、谢燕山、崔卫华、李海
朝、刘卫民、史建宏、王群
海、温长春、武江波、林运
航、刘朝勇、常林、常英峰、
韩锦祥、景宏胜、李江荣、李
金华、李志红、刘彦桥、魏广
胜、邢扬、杨根伟、杨铁柱、
姚生辉、张国永、陈震、李秋
奎、李永军、刘庆新、宋省
国、孙立冬、王福智、王辉
东、王岩峰、张永军、张占
经、赵海洪、赵剑戈、朱明、
罗永生、李彦军、张永辉、耿
四虎、郭文广、胡海书、许瑞
明、郭向东、赵素景、王建
敏、杨海书、马玉合、魏兴
林、尹小平、刘剑、张永利、
李怀忠、李书军、王秋菊、刘
新春、靳书双、张鹏、郭月
喨、杨建敏、薛晓明、郑兴阳
等 124位同志需落实的政策
核实完毕，请上述 124 位同
志自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到
邢台县退役军人管理服务
中心办理相关手续，逾期视
为政策落实到位。

邢台县退役军人管理
服务中心地址：邢台市桥西
区冶金北路 629 号（邢台县
民政局院内一楼西侧）

联 系 电 话 ：0319-
5991916

公 告

声 明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工程系机制1603班
学生蒋一博不慎将学生
证 丢 失 ， 学 号 ：
160003010307，声 明 作
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