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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景
斌 通讯员 杨启鳌）2 月 4
日，盐湖区中城办潞村社区
邀请 6 名书法爱好者书写春
联和“福”字，赠送给居民。

活动现场，书法爱好者
挥毫泼墨（右图），一副副喜
庆的春联深受居民青睐，前
来领取春联的居民络绎不

绝。居民董臣印说：“社区组
织的送春联活动已举办五六
年了，社区对我们的关怀，我
们牢记在心，今后一定好好
配合社区工作。”

社区主任张晓英说：“对异
地过年的居民，社区工作人员入
户为这些人员的家属送春联和

‘福’字，祝愿他们牛年幸福。”

潞村社区
春联送福 情暖居民

运城晚报讯（记者 李爽）为喜迎
春节，同时让居民领略传统书法的魅
力，2 月 3 日至 5 日，盐湖区安邑办金
海湾社区开展了“写春联 送祝福”活
动，邀请社区书法协会成员，为居民义
务写春联，送上美好的新春祝福。

2月4日，在社区会议室，只见书法
爱好者用心构思每一副春联，挥毫泼
墨，将满满的祝福写进春联（右图）。
社区工作人员将写好的春联晾干后折
叠好，静等居民来领取。鉴于疫情原
因，为避免人员聚集，社区提前在居民
微信群里发出通知，提醒居民佩戴口罩
领取春联。对于出行不便的老人，社区
工作人员上门送春联。

居民杨倩说：“社区这个活动办得
好。春联是居民最喜爱的新年礼物之
一，这饱含情谊的手写春联更能增添
春节的文化气氛，也是我引导孩子练
书法、弘扬传统文化的好机会。”

金海湾社区

手写春联送祝福

运城晚报讯（记 者
崔萌）2月5日，盐湖区安
邑办禹都社区开展了“党
员进社区”春节慰问活
动。市民政局社会福利
院党员干部深入社区，给
两户特殊家庭送去温暖。

当天下午，在禹都社
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市
民政局社会福利院在职

党员一行，到辖区扆雅
宁、王嘉怡两户家庭，为
她们送去牛奶、麻花等春
节慰问品。在职党员了
解了两个孩子的家庭状
况，询问她们的学习情
况，鼓励她们勇于克服困
难，好好学习，改变未来。

▶在职党员慰问王
嘉怡及其家人

禹都社区联合市民政局社会福利院
慰问特殊家庭 传递爱和力量

运城晚报讯（记 者
樊亚楠）2 月 4 日，盐湖区
东城办鸿晋社区联合东城
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走
访慰问辖区抗美援朝老
军人，为他们送去米、面、
油、麻花等慰问品。

每走访一位老军人，
大家的心灵就接受一次洗
礼。在 91 岁的郝洪文家

中，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贺帅、社区主任王丽娟等
人一起聆听了郝洪文老人
的参战经历。每到一处，
贺帅、王丽娟等人都询问
老军人的身体情况和生活
状况，感谢老军人为国家
作出的贡献，嘱咐老人保
重身体，好好享受这来之
不易的幸福生活。

鸿晋社区 慰问抗美援朝老军人

运城晚报讯（见习记者 荆毅萍）为弘扬志
愿精神，给居民营造一个整洁的居住环境，以全
新面貌迎接新春佳节，2月5日，山西省三门峡库
区管理中心联合盐湖区东城办鸿育社区，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到居乐苑小区打扫卫生。

活动现场，20余名志愿者分工合作，有的打
扫楼道，有的铲除小广告，有的清理垃圾，志愿者
还彻底清理了小区绿化带、小树林等处的树叶、
塑料袋、纸屑等杂物。经过志愿者的劳动，小区
变得整洁有序、焕然一新。

山西省三门峡库区管理中心
联合鸿育社区

大扫除 迎新春

运城晚报讯（记者 樊亚楠）近日，盐湖区东城办府
东街社区联合盐湖区科学技术协会，开展新春防疫健康
知识宣传活动，向居民普及防疫知识，确保居民健康平
安过节。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和盐湖区科协党员志愿者，
进门入户向居民发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宣传手册》、
年画，对于视力差的居民，志愿者给居民解读宣传疫情
防控知识，提醒他们不扎堆、不聚集，买年货尽量采用电
子支付等，外出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在辖区各个宣
传栏，他们张贴春节假日健康提醒通知，并告知居民如
有准备返乡的家人要及时联系社区进行信息登记。

府东街社区
宣传防疫知识
平安迎接春节

▲社区志愿者给居民发放年画

运城晚报讯（记者 廖
旌汝）2 月 5 日，盐湖区南城
办圣惠嘉园社区联合市区钱
学森科技小学，在辖区内开
展“迎新春、送春联”活动。

活动中，钱学森科技小
学的教师们将写好的春联，
送给圣惠嘉园社区坚守在疫
情防控一线的志愿者。一副

副带着情谊的春联让现场洋
溢着新春气息。

“志愿者坚守在社区疫
情防控第一线，希望这次送
春联活动让他们感受到社区
的祝福。”社区主任王腾表
示。

◀教师将春联送给志愿
者

运城晚报讯（记者 崔萌）为营造喜庆、祥和
的节日氛围，2月6日，盐湖区东城办振兴庄社区
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了“迎新春 大扫除”活动。

当天下午，振兴庄社区邮电家属院呈现出一
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该家属院20余名党员
志愿者，在社区党支部书记张运风的带领下分工
合作，铲除广场上的杂草，清洗路面，擦拭楼道扶
梯……

大扫除结束后，志愿者又在家属院挂灯笼、拉
彩旗，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

“环境干净喜庆了，年味也越来越浓了，大家
准备欢欢喜喜过大年喽。”70多岁的老党员程富
香开心地说。

振兴庄社区
为邮电家属院
“梳妆打扮”

运城晚报讯（记者 寻
霄）2 月 5 日，盐湖区北城办
恒大绿洲社区邀请书法爱好
者 现 场 为 居 民 写 春 联 、赠

“福”字。
活动现场，书法爱好者

展纸研墨，书写春联。一副
副春联和一个个“福”字陆续
送到居民手中，居民们脸上
洋溢着笑容。据了解，当天
社区给居民赠送春联400余
副，“福”字 150 余个。对于

出门不便的老人等，社区志
愿者将春联和“福”字送到了
他们的家中。

社区主任郝文秀说：“书
法爱好者们提前做了功课，
有的人将春联内容打印出
来，供居民挑选。这次活动
得到了居民的点赞，今后我
们要为居民提供更细微的服
务。”

▶书法爱好者现场写春
联

恒大绿洲社区 展纸研墨写春联

运城晚报讯 2月7日，
闻喜县西城社区居委会工作
人员，看望慰问辖区生活不能
自理的宋自成、荆秀莲老人
（左图），为他们送去了节日的
祝福。

连日来，西城社区组织

社区干部，先后到辖区居民
小区、企业，看望困难居民、
下岗职工，给他们送去了慰
问金和慰问品，并帮助他们
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把
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居民
的心坎上。 （裴春红）

西城社区 给困难居民送慰问金

运城晚报讯 2月2日下午，盐湖区北城办四季绿城
社区党支部走访慰问辖区孤寡老人、困难家庭，以及对社
区作出突出贡献的志愿者（下图）。

每到一户，社区党支部书记杨龙希都详细了解居民
的生活情况和需求，并送上了米、面、油、水果等慰问品。

（李夏 张结）

四季绿城社区
慰问孤寡老人运城晚报讯 为了营造喜庆的过年氛围，近日，盐湖区

姚孟办皮革城社区和共驻共建单位中国电信运城分公司，
开展“为环卫工人送春联”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将春联和

“福”字送到环卫工人的手中。
社区负责人说：“环卫工人不怕脏、不怕累，他们用辛勤

的劳动换来社区环境的整洁。社区开展这次活动，就是要
感谢环卫工人的无私奉献，给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环卫工人李运萍接到春联后激动地说：“在这寒冷的冬
季倍感温暖，非常感谢皮革城社区为我们环卫工人送春
联。” （王敏）

皮革城社区
为环卫工人送春联

运城晚报讯（记者 樊亚楠）2月4日，盐
湖区安邑办新城社区工作人员走访到户，向辖
区内的退役军人及其家属送上新春祝福。

每到一户，社区工作人员与退役军人拉家
常，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情况和生活状况，了
解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及个人诉求，
宣传相关优抚政策；感谢他们为国家作出的贡
献，同时将小米、麻花、粉条等慰问品送到他们
手中，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继续
为社区建设添砖加瓦。

新城社区 慰问退役军人

运城晚报讯（记者 崔
萌）2月3日，运城市中级人
民法院为盐湖区东城办学苑
社区的15名离退休党员，送
去慰问品和新春的祝福。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
学苑社区的共驻共建单
位，对社区工作给予了大
力支持和帮助。当天下午，
该法院为社区15名老党员

送去米、面、油、麻花等慰问
品。

“感谢党和政府，年年
都记得我这个老头，感谢市
中级人民法院和社区。今
后，我要继续发挥余热，为
社会贡献力量。”89岁的老
党员樊国强感激地说。

◀工作人员为老党员
送慰问品

市中级人民法院 看望学苑社区退休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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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温暖

大扫除◆盐湖区

◆盐湖区

◆盐湖区

◆闻喜

圣惠嘉园社区 开展“迎新春、送春联”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