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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张萌芝）1月23日，河
东书房·广电馆、河东书房·黄金水岸馆分别开
展了“迎新春 送春联”活动，把浓浓的年味和
祝福送给读者。

在河东书房·广电馆的活动现场，读者与书
法家沟通交流，挑选自己喜欢的对联，让书法家
帮忙书写。书法家们铺纸研墨、即席挥毫，一副
副寓意吉祥的春联就铺满了书房。

河东书房·黄金水岸馆联合鼎新绿源物业
开展“新春送祝福，春联送万家”活动。活动中，
书房工作人员及辖区居民协助书法家们铺纸、
研墨，默契配合。书房里墨香四溢，处处洋溢着
节日的喜庆氛围。一副副工整的对联，一句句
吉祥的祝福，一件件俊逸的书法作品，无一不展
示着大家对春节的期待。

“无联不成春，有联味更浓。我们希望通过
此次活动，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如虎添翼，天天
好心情。”河东书房相关负责人说。

河东书房

义写春联寓意浓
墨宝飘香暖人心

运城晚报讯（记者 寻霄）为做好春节期间
消防安全宣传工作，提升基层群众火灾防范意识，
近日，绛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进村入户排查隐
患”活动，帮助村民排查火灾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防火要从日常小事做起，还要学会自查和
排除身边火灾隐患，从源头上预防火灾的发
生。”活动中，大队宣传人员走进村民家中，在厨
房、卧室等火灾易发区域，结合家庭火灾特点，
详细讲解了火灾的危险性及防火注意事项。

针对群众电动车使用率较高的情况，宣传
人员特别进行了电动车安全充电等常识的普
及，提示大家定期进行电动车隐患排查，避免事
故的发生。

绛县消防

入村排查隐患 保障节日安全

运城晚报（记者 刘亚 通讯员 徐列娟）
1月24日，运城供电公司恒运分公司对中层以
上干部进行党风廉政提醒谈话，安排部署春节
期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拧紧节日廉政安全阀。

一抓提醒谈话明职责。对关键岗位负责
人，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巡查问题整改、职责履
行情况、风险排查、廉洁自律等开展提醒谈话，
落实好“第一责任人”、各分管负责人“一岗双
责”职责履行，严明纪律，架起“高压线”。

二抓“纪检+”监督管控。严格按照中央八
项规定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四个
意识”，重点盯紧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不作为、慢
作为、乱作为”“吃拿卡要”等违规违纪行为，不
越底线、不踩红线。

三抓疫情防控不放松。密切关注疫情发展
态势，加强节日期间应急处理，保障定点医院电
力供应。安排好节日期间变电站值班人员生
活，开展工作区域环境消杀。按照相关疫情防
控工作具体要求，及时做好职工及家属入运返
运轨迹摸排筛查，保证职工过一个廉洁、安定、
祥和的春节。

运城供电公司恒运分公司

节前“三抓”筑牢廉洁防线

运城晚报讯（记者 李爽）1
月 22 日上午，盐湖区安邑街道
金海湾社区联合金海湾物业，开
展写春联、送祝福活动，邀请书
法家现场写春联，把新春祝福送
给辖区居民。

“民安国泰逢盛世，风调雨
顺颂华年”“事事如心大吉利，家
家顺意永安康”……活动现场，
书法家们挥毫泼墨，一副副散发
着墨香的春联吸引了不少居民，
他们有的向书法家请教，有的挑

选自己喜欢的春联。居民们拿
着春联相互交流分享。现场洋
溢着浓浓的年味和喜庆氛围，传
递着温馨的邻里情。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进入
现场的每个人都佩戴口罩，为避
免人员聚集，除了现定现写，居
民也可联系物业人员送到家中。

社区主任李代霞说：“红红
的春联，暖暖的祝福，为社区增
添了别样的年味，让居民感受到
了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盐湖区金海湾社区

写春联传递邻里情

运城晚报讯（记者 樊亚
楠）1 月 24 日下午，盐湖区东城
街道东关社区工作人员将灯笼、
五角星、中国结、桃心等造型的
灯进行安装悬挂，将整个社区装
扮一新，处处洋溢着浓厚的新春
节日氛围，深受居民喜爱。

在社区活动室，书法志愿者
程晓峰、董尚立、杨亦蓉铺好红

纸，蘸饱墨汁，为居民书写一副
副不同寓意的春联，让居民把浓
浓的祝福带回家。晾好的春联
由志愿者悬挂在活动室外的红
绳上，供居民仔细挑选（上图）。

社区主任王丽娟说：“我们
准备了500副春联送给居民，向
居民传递最美好的祝福，营造浓
浓的过年喜庆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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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杜磊）1 月 24 日，在北
京冬奥会和新春佳节来临之际，运城市体育局
围绕“我们的节日”主题，开展“翰墨飘香迎冬
奥 义写春联送祝福”活动。

该局机关干部职工与书法家、体育爱好者
一起现场写春联、送春联，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营造浓浓年味，用书法作品传送情谊、
提振精神，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市体育局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该项活动，
激发大家关注冬奥、支持冬奥、助力冬奥的热
情，用实际行动为北京冬奥会加油喝彩。

市体育局

翰墨飘香迎冬奥
义写春联送祝福

运城晚报讯（记者 崔萌）1
月 25 日，盐湖区北城街道星河
社区开展了“迎春送福写对联
翰墨飘香暖民心”主题活动，共
送出春联200余副。

辞旧岁，迎新春。当天上
午，星河社区居民活动室翰墨飘
香，气氛活跃。“不忘初心担使
命 凝心聚力谱新篇”“人民气

魄 如 龙 虎 祖 国 江 山 似 画
图”……一副副讴歌党、寓意幸
福吉祥的大红春联，在社区书法
爱好者的笔端呈现出来，让居民
提前感受到春节的热闹和喜
庆。一副副或楷书、或行书、或
隶书的春联各具特色，居民一边
欣赏，一边挑选中意的春联，个
个喜笑颜开、幸福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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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晚报讯（记者 张国
平）1 月 18 日，盐湖区金磊社区
特邀书法协会书法家及书法爱
好者，开展“佳节尚文明 志愿
关爱行”迎新春、写春联、送“福”
字活动。

当日上午，书法家在活动室
挥毫泼墨，现场墨香四溢。志愿
者有的帮忙压纸，有的晾晒墨迹
未干的春联，不一会儿，一副副
饱含美好祝福的春联便展现在
大家面前。“牛气一身添虎气，春

风万里沐高风”“天增岁月人增
寿，疫情消弥福满门”……一副
副对联满载新春祝福，表达了我
市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抗击疫情
的信心。此次活动共为居民送
春联800余副、新春礼包200余
个。

该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小英
说：“这次写春联活动，不仅增添
了年味儿，也进一步加强了对疫
情防控的宣传，引导群众提高防
护意识。”

盐湖区金磊社区

迎新春 写春联 送“福”字

运城晚报讯 连日来，盐湖区审计局领导
班子成员，深入城乡一线看望慰问该局的离退
休老干部、老党员、老职工，为他们送去党和政
府的关爱和新春祝福。

这些离退休的老领导、老干部、老党员、老
职工，曾在盐湖区审计局初期建设工作中作出
突出贡献，是管理审计工作中的宝贵财富。该
局不仅为这些离退休人员送去了节日福利等慰
问品，还为他们每人订阅了一份《运城晚报》。

“感谢局领导班子成员物质、精神两手抓，
让我们倍感温暖。”离退休人员们一致表示，今
后一定继续发挥余热，为审计局管理事业和工
作多提建议，多作奉献。 （杨启敖 牛永录）

盐湖区审计局

春节前夕慰问离退休人员

运城晚报讯（记者 范楚乔）在新春佳节来
临之际，永济市残联组织开展节前走访慰问活
动，看望慰问该市城西街道张志村、吕坂村的部
分困难残疾人。

每到一户，永济市残联相关负责人都与残
疾人及其家属进行亲切交流，详细询问他们的
生活状况和实际困难，听取他们对残疾人工作
的意见建议，为他们送上米、面、油等生活用品
和慰问金，并向他们致以新春的问候，鼓励他们
树立信心、自强自立、乐观生活。

残疾人吴先生表示，近年来，党和政府出台
了一系列扶残助残优惠政策，残疾人获得了越
来越多的实惠。今后，他将更加自强自立、顽强
奋斗，勇敢战胜困难和挫折，用双手创造更加幸
福的美好生活。

永济市残联
节前走访慰问残疾人

运城晚报讯（记者 张萌芝）1月20日，临
猗县人民检察院、妇联、公安局、民政局多家单
位，联合开展“把爱带回家·送法到家 让孩子
健康成长”寒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对该县猗氏
镇上里村和嵋阳镇曹家营村困难儿童家庭进行
走访慰问。

活动中，工作人员一行看望和慰问了 4 名
困难儿童，详细了解每名儿童的学习和家庭情
况，为孩子们送上了羽绒服、书包、笔记本、米、
面、油、家庭应急包等慰问品，并向家长和孩子
们宣传讲解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引导他们积极学法用法，树立自我保护意识，督
促家长们积极承担家庭教育主体责任，有效监
护、正确教育、积极陪伴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

临猗县开展
寒假儿童关爱服务活动

运城晚报讯（记者 崔萌）1月25日，盐湖
区北城街道恒大绿洲社区，开展了“厉行勤俭节
约 反对餐饮浪费”宣传活动，倡导广大居民理
性消费，落实“光盘行动”。

活动中，社区工作者在餐饮门店发放“禁止
餐饮浪费”倡议书，倡导餐饮企业负责人拒绝餐
饮浪费行为。要求餐饮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
任，主动张贴或摆放“节俭养德”“文明餐桌”“光
盘行动”等公益海报或桌牌提示，提醒消费者适
量点餐、按需消费；要提供和完善“半份、小份、
打包”等服务方式，引导顾客适量点餐、剩余打
包，让“光盘行动”落地见效。在辖区公共场所，
社区工作者倡导居民要勤俭持家，争当“光盘一
族”。

盐湖区恒大绿洲社区

拒绝舌尖浪费 倡导文明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