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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东平建筑物拆除有限
公司：房屋拆除、钢结构拆除、
框架房屋拆除、厂房拆除、回收
废铁旧设备、大型锅炉、制冷设
备、中央空调、配电柜，有偿中
介。电话：18535918886

东平建筑物拆除公司

万荣县皇甫乡南吴村有2
万余株 1.5 米高白皮松，价格
面议。

电话：18535967793
13720993508

出 售园区地址：运城市盐湖区东郭镇
刘范村西侧（凤凰谷东2.5公里）

经民政部门正式批准
仙阁山庄

公公 墓墓
合法化、规范化、园林化的陵园

2276655
2286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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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出租／出售

★房屋出售：四季春城，二楼
105 平方米，已装修，家具
家 电 齐 全 ，每 平 米 7000
元，送地下室，车位免费。
接受住房公积金付款。
13466971120 18035939209

★单元楼出租：市委组织部
家 属 院 4 楼 ，水 电 暖 家
具齐全，限年租，地理位置
优越。18134925500

★宅基出售：西留村有三块4.5
分相连宅基，水电暖齐全，有
大红本、国有土地使用证。
电话：13008000233

★单元楼出售：原行署六院新

房，14层，85平方米，两室一
厅一卫一厨，紧邻南风广场，
小区有公立幼儿园，对面是
运康学校。非诚勿扰。
电话：13834705325

★房屋出售：南风广场汇景名
苑 2 楼一 20 多平方米商铺
出售，价格面议。（接手即可
受益）。15735926669

★单元楼出售：中银南路南吉
祥巷内建行家属院，5单元5
楼西，108 平方米，精装，水
电暖家电家具齐全，拎包入
住。电话：13835866956

★单元楼出售：舜德家园一单
元楼出售，D区28号楼二单
元5楼，107平方米，带地下
室，25万。18035987023

★单元楼出租:原河东市场南
口购物中心家属院三楼，88
平方米，水电大暖齐全，家具
家电齐全，拎包入住，限年
租，价格面议。此地毗邻人
民路学校、市实验中学及盐
化中学，是一个陪读好住
所。电话：18634548191

★单元楼出租：西花园疾控中
心家属院，两室一厅，家电齐
全，拎包入住，有免费停车
位，价格面议。15536271322

★公寓楼出租：运城农学院门
面全新公寓 625 出租出售，
42.5平方米，水电大暖淋浴、
家电齐全，近区委区政府、红
旗小学、解二、人民路小学。
电话：13994899778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露）新春
佳节到来之际，盐湖区冯村乡组织
机关党员志愿者，为辖区部分老党
员、残疾人家庭送去米、面、油、春联
等，向他们表达节日的祝福。

“ 参 加 抗 美 援 朝 时 我 17 岁 ，
1954 年复员回来。党和政府对我
太好了，老伴和我生病不仅给生活
补贴，到年终还给我送慰问品，实在
太感谢了。”盐湖区冯村乡新杜村村
民马莲武说。今年89岁的马莲武，
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党
员。志愿者们详细询问了他的身体
和生活状况，并现场包起了饺子。
随后，一行人来到残疾人周拴羊的
家中。志愿者们鼓励老人克服困
难，乐观生活，并为他讲解了疫情防
控等相关知识。

一名参加活动的志愿者说，此
次走访慰问，一方面是为了传递爱
心，给他们送去节日的祝福；另一方
面让生活困难的群众感受到党和政
府的关爱，拉近与困难群众之间的
距离，增强大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近日，河
津市液化石油气瓶智慧监管平台正式
启用，该市两万余只液化石油气瓶“一瓶
一码”，有了自己的“电子身份证”。这标
志着该市液化石油气瓶管理进入数字
化、智能化监管时代。

据了解，该平台利用大数据、BI商业

智能技术等实现对全市液化石油气瓶的
数据计算和分析，建立完善、实时更新液
化石油气瓶档案信息；实现对液化石油
气瓶充装现场24小时监控，对违法充装
行为，系统通过现场语音预警、自动切断
气源等手段对充装环节进行管控，从源
头上杜绝未注册瓶、未检验瓶、报废瓶等

不合格气瓶流入市场。同时，用户可通过
扫描二维码，获知所用气瓶的全部信息。

河津市市场监管局局长李伟说，平
台的正式启用，可使河津所有液化石油
气瓶做到来源可查、流向可追、责任可
究，创新了监管方式、提升了工作效能，
有效降低了液化石油气瓶安全风险。

运城晚报讯（记者 廖旌汝）2
月6日，平陆县5个乡镇的7名重点
服务儿童家中，迎来了一批特殊的
客人，他们就是平陆县小慧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

近日，平陆县小慧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对该县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
儿童开展入户走访，确定了一批重
点服务对象，并通过组织各项活动，
动员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关心关爱
重点服务儿童的队伍中。

活动中，该中心为重点服务儿
童送来麻花、牛奶、鸡蛋等慰问品。
同时，心理咨询师与重点服务儿童
悉心交谈，了解其学习和生活情况，
以及心理方面的困惑，并鼓励他们
积极健康生活，做健康阳光的好少
年。

下一步，该中心将为重点服务
儿童提供定期探望、个案心理辅导、
法律知识讲座等个性化服务，并为
重点服务儿童提供更高质量的精细
化服务，为他们撑起一片美好生活
的蓝天。

运城晚报讯（记者 杜磊）2月7日从
市体育局获悉，春节期间我市将开展“运
动过大年”线上马拉松比赛。时间为2月
12 日至 26 日，25 日前，感兴趣者可搜索

“极速体育赛事”微信公众号报名。
比赛分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男

女组）和迷你马拉松5公里（男女组），地
点不限，但疫情原因尽量选择组委会推
荐线路。半程马拉松项目要求16岁以上、
77岁以下，男女不限；5公里健康跑项目
不限年龄，未成年选手须监护人陪同。

我市户籍市民均可报名，报名后需
在规定时间（2月12日0时至26日24时
内）自行选择比赛地点、跑步软件，并将
成绩上传到报名系统后台，经组委会审
核（第三方跑步软件截图记录，需包含跑
步日期、公里数、跑步所用时间、心率、步
频、步幅等）后，确定比赛名次。选手在规
定时间内完赛后可自行在报名系统下载
电子完赛证书。本次比赛奖励男、女半程
马拉松各5名选手。

参赛者应身体健康，有长期参加跑
步锻炼基础，有以下情况者不宜参加：1.
先天性心脏病和风湿性心脏病患者；2.高
血压和脑血管疾病患者；3.心肌炎和其他
心脏病患者；4.冠状动脉疾病患者和严重
心律不齐者；5.血糖过高或过低的糖尿病
患者；6.比赛日前两周内患感冒者；7.赛
前一晚大量饮用烈性酒或睡眠不足者；8.
中高风险地区返运人员或属于居家隔离
人员；9.其他不适合运动的疾病患者。

城区路跑推荐线路：
一、东城区
禹都公园：占地 2397 亩，跑道长 7.5

公里，有公共停车场9个，便民服务网点7
个，可提供饮水和补给等服务，是进行半
马跑的最佳选择。

体育公园：占地92.5亩，跑道长730
米，设有 3 个便民服务网点，适合进行 5
公里、10公里及以上的跑步锻炼。

航天公园：占地 120 亩，跑道长 850
米，有2个便民服务网点，是进行5公里、

10公里爬坡训练的最佳选择。
二、南城区
池神庙-凤凰谷：全长5.9公里，有1

个便民服务网点，可进行10公里、半马等
长距离的跑步训练。

三、西城区
人民公园：跑道长1.4公里，有3个便

民服务网点，因有些地方道路狭窄、崎
岖，适合5公里左右的跑步锻炼。

四、北城区
天逸公园：占 地 400 亩 ，跑 道 长

1.8公里，有3个便民服务网点，是进行5
公里、10公里的最佳选择。

星河十公里：（人民北路-市第一医
院-运城北站-学苑北路-涑水东街）街道
跑道长10公里，有便民服务网点6个，非
常适合进行10公里及半马的跑步锻炼。

五、中城区
南风广场：占地 200 亩，一圈长 1.4

公里，有多个便民服务网点，是进行5公
里跑步锻炼的最佳选择。

春节期间，我市将开展线上马拉松赛

河津市液化石油气瓶智慧监管平台正式启用

平陆县小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慰问重点服务儿童

盐湖区冯村乡

节前走访送温暖

“一瓶一码” 溯源追踪

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斌）近日，运
城中学教师崔海娟为全班53名学生撰嵌
名联的消息，被师生传为美谈。

崔海娟是运城中学一名高三年级语
文教师，从教26年来，每到一学期结束，
她总会给学生写些或鼓励、或暖心的话，
后来有了家长微信群，她不用一个个手
写了，但她却觉得少了种和学生交流的
机会。因此，她决定给全班53名学生每人
都拟一副嵌名联。

崔海娟说，对联是传统文化的瑰宝，
嵌名联又极富趣味和感染力。每个孩子
的姓名都饱含着父母殷切的期盼，所以
她想通过拟嵌名联对孩子姓名进行阐
发，来提高孩子们的自我认同感。

53副嵌名联，崔海娟写了5天。在创
作过程中，她力求内容符合每一个学生
的实际。她说，班主任的工作千头万绪，
但一定要公平对待和热爱每个学生，激
发他们的潜力，帮助他们茁壮成长。

市楹联学会顾问委员会主任岳民立

看到这些饱含真情的嵌名联后说，崔海
娟的这一做法弘扬、传承了优秀传统文
化，让楹联这一特殊的文学载体扎根学

生心中，有助于提高楹联的影响力和知
名度，为楹联普及作出贡献。

图为崔海娟和全班同学在一起合影

53副嵌名联传递师生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