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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侯慧
琴）“两位老人真给力！”无
物业管理的小区地下室进
水了，还有大量杂物堆积其
中，社区呼吁居民自发组织
起来清理地下室。社区一
个通知，81岁的谷守森老人
带头蹚水抽水和清理杂
物。63 岁的邻居张平也与
老人“并肩作战”。在他们
的努力下，地下室变整洁
了，邻居人见人夸。

原来，10月初的连阴雨
中，该社区 65栋老旧楼房地
下室积水，其中安监宿舍积
水比较严重，社区紧急调用
10 台水泵为无物业小区抽
水。积水严重，无物业管
理，社区人手紧张，社区便
在小区张贴了一份通知，社
区想办法调水泵抽水，希望
居民也能自发组织起来清
理杂物。81 岁的谷守森老

人自掏腰包购买了抽水泵，
并蹚水“上阵”抽水。63 岁
的邻居张平早已将房屋出
租，并不在此居住，但在老
人的精神感召下，她也赶回
来加入清理队伍。

地下室有破沙发、柜
子和床，经积水浸泡后更
难 清 理 ，两 位 老 人 搬 不
动。张平见状，出资 200 元
雇人搬走了地下室杂物。
前前后后两天时间，清理
出杂物共计两车。随后，
社区联系环卫部门清运了
这些杂物。这几天，经过
晾晒，地下室已经恢复了
清洁。社区党委书记庞丽
红说，谷大爷是个热心人，
平日里清扫院子、修门锁，
总是热心帮助邻居。希望
能有更多热心人加入公益
行列，使大家的生活环境
变得更舒适、更美好。

本报讯 (记者 王丹 通讯员 莫笑
然)11月 1日，张凤山烈士家属张巧花将一
面印着“有求必应真情为民，千里寻亲英烈
魂归”的锦旗，送到小店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感谢该局工作人员积极帮忙，找到了烈
士叔叔的安葬地，了结了家属 70年来的心
愿。

张凤山烈士生于 1925年，是我市小店

区西温庄乡武宿村人，原 576团 2营机枪连
战士。1950 年 7 月，他在修筑宝天铁路中
执行架设桥梁任务，在打道钉时不慎失足，
掉进渭河壮烈牺牲，他的家属一直不知他
安葬于何处，曾于今年 5 月向小店区退役
军人事务局求助，寻找烈士安葬地。在该
局的奔走了解下，得知烈士安葬于宝天铁
路英烈纪念馆，并第一时间陪同烈士家属

远赴千里祭扫烈士。今年 7月 14日，太原
晚报曾以《大伯在这里安歇 我们很放心》
为题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临近农历十月初一“寒衣节”，张凤山
烈士的四侄女张巧花又来到小店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咨询异地祭扫流程，再次感谢他
们的帮忙并送上锦旗。

今年以来，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英雄烈士褒扬和烈
属关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将烈士寻亲列入“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的实事举措之一，常态化开展
烈士公祭、烈士纪念设施修缮、烈士寻亲、
异地祭扫等工作，努力营造全社会拥军、爱
军、崇军、敬军氛围。

本报讯（记者 袁剑锋 通讯
员 代蕾）“感谢热心的公交修理工
胡建民，请把这5元钱转交给他……”
11月1日一大早，市民李女士来到公
交一公司四车队调度站，同时还带
着她的女儿小王写的一封感谢信和
5元钱。

10月 29日早晨，李女士的女儿
小王乘坐 18 路公交车上学。上车
后，小王一摸口袋，发现忘记拿公交
卡了，顿时紧张起来。随后，她摸遍

了衣服上的口袋以及书包上的小
兜，都没有找到现金。

正当小王不知所措时，一名男
乘客走了过来，手中拿着 5 张一元
纸币，对她说：“这些零钱你拿着，够
你一天上下学乘坐公交车了，以后
记得要把公交卡一直放在书包中，
回家后不要乱扔。”小王先表示了感
谢，然后接过了钱。

直到走进学校后，小王才想起
没有问好心人的姓名。正巧中午乘

公交车回家时，小王又遇到了早晨
的那名公交司机。记得司机和好心
人说过话，小王便上前询问。司机
告诉她，好心的男乘客是公交一公
司的修理工胡建民。

小王在感谢信中写道：“这是我
第一次乘车忘带公交卡，却遇到了
好心人，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道德
课。我一定要把 5 元爱心钱，还给
热心的胡建明叔叔，今后也要力所
能及地帮助遇到困难的人。”

本报讯（记者 刘晓
亮 文/摄）从 11 月 1 日到
11 月 30 日，太原动物园面
向广大市民为近期出生的
5 只“猩宝”征集名字，欢迎
大家给自己喜爱的小猩猩
取个名。

2009 年 2 月 23 日，来自
几内亚的 9 只（4 雄 5 雌）黑
猩猩落户太原动物园，填补
了园区灵长目猩猩科的空
白，并迅速成为动物园最受
欢迎的明星。经过几年的
培育，2014 年 12 月，猩猩馆
传来喜讯，其中 1 只黑猩猩
生育 1 只雌性小猩猩，但此
后猩猩馆再未“添丁”。

目前，最早引进的黑猩
猩已经十二三岁了，当年的
小猩猩也已经 7 岁了，猩猩
馆急需“开枝散叶”。为此，
太原动物园积极与各地动
物园联系，“招女婿、嫁闺
女”，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才有了最近陆续出生的这

5只猩宝。
为了向游客科普黑猩

猩知识，践行人与动物和谐
共生的理念，太原动物园特
面向广大市民为这 5只小猩
猩征集名字。征集时间为
11月 1日—11月 30日，大家
可以通过太原动物园官方
微信公众号、抖音号等，了
解 5 只“猩宝”的出生年月、
外貌特点、性情特征等，名
字要求结合三晋地域文化，
可引用诗词歌赋等，可爱、
好听、好记、有美好寓意的
词汇均可。

大家可以通过太原动物
园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号
后台留言的方式为“猩宝”起
名，注意写清楚几号即可。
参与者需注明姓名及联系方
式，征集结果将于 12月中旬
公布，所取名字一经采纳，参
与者可获得家庭（5人）免费
游太原动物园一次的奖励和
黑猩猩文创产品一件。

本报讯（记者 张晋
峰 通讯员 刘海君）从未
取得驾照的我市男子于某
醉酒驾车，结果在路口追尾
了等红灯的车辆。10 月 29
日，交警迎泽二大队通报，
于某已因涉嫌危险驾驶罪
被刑事立案。

10月 27日 0时 20分，迎
泽二大队事故中队接到报
警：新建路水西关街口发生
一起追尾事故。

民警赶到现场看到，一
辆比亚迪网约车被一辆悬
挂临时牌照的奇瑞轿车追
尾，且驾驶奇瑞轿车的男子
于某身上有酒气。血液酒
精含量检测显示，于某每百

毫升血液中含有 134.23毫克
酒精，属于醉酒驾驶。另
外，民警核实发现，醉酒驾
车肇事的于某从未取得过
驾照。

经调查，于某做二手车
生意，当天晚上与另外 3 名
同行一起吃饭，4 人一共喝
了一瓶白酒。刚吃完饭，于
某就接到家人的电话，催他
赶紧回家。于某感觉此时
已是凌晨，不会有交警查
车，便怀着侥幸心理，开着
一辆刚刚收购的奇瑞自动
挡轿车往家赶。行经事发
路口等红灯时，于某一直挂
着前进挡，其间脚下一松，
撞上了前车。

上微信刷抖音走近萌宠

太原动物园邀您给“猩宝”起名字

1号“猩宝”呆萌看世界

本报讯（记者 齐向
真 通讯员 李霞飞）“201
路公交车太人性化了，这样
大家就不用傻等了”“小伙
子，你服务真好，每次就希
望能坐你的车”……11 月 1
日，201 路公交车驾驶员韩
英魁自制的发车时刻表亮
相，受到乘客普遍点赞。

201 路公交车是我市唯
一一条连接武宿机场、太原
南站、太原火车站的公交线
路，因班次间隔时间较长，
经常有乘客反映等车时间
点不好把握，相邻两趟车间

隔近半个小时，要是知道准
确发车时间就好了。

听取乘客意见后，韩英
魁自制了一张发车时刻表，
上面标明了每趟车的发车时
间，张贴在车厢醒目位置。

很多乘客看到这张发
车时刻表都感到很贴心，赶
紧拍照保存，还纷纷转发到
朋友圈。大家普遍认为，有
了这张发车时刻表，就能估
算时间候车了，避免了“刚
刚错过点”。得知时刻表是
公交司机韩英魁自制的，大
家都为他的周到服务点赞。

本报讯（记者 齐向真）为助
力创城，进一步遏止共享单车多
投、超投、乱投，规范共享单车管
理，11月 1日，市交通运输局启动
了无牌照共享单车专项整治行
动，由市交通运输局行政综合执
法队对全市展开巡查，归集清理
无牌照共享单车。

共享单车解决了市民出行
“最后一公里”问题，倡导绿色出
行，是件好事儿。然而，由于相关
法律法规尚不完善，一些经营企
业存在过度投放行为，各大城市
均出现了共享单车泛滥迹象，我
市也不例外。

单车数量增多，企业管理又
不到位，导致共享单车乱停乱放
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影响到了大
家的正常生活和出行。规范共享

单车管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控
制共享单车的投放数量，我市为
此自 9月份以来给所有共享单车
上了牌照，要求“一车一牌”，同
时上线共享单车登记检索小程
序，以进一步遏止共享单车过度
投放。

11 月 1 日上午 10 时许，在山
姆士学府店门口，市交通运输局
行政综合执法队执法人员检查了
当地摆放的共享单车，发现 40多
辆未上牌照的共享单车，当即将
无牌车辆装车调运到共享单车停
车场。

当天，执法人员共归集清理
300 多辆无牌共享单车。市交通
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公共交通和
共享汽(单)车相关负责人王光瑞
表示，本次专项整治行动将持续

到年底，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 11月 1日至 30

日，主要清理无牌照的共享单车。
第二阶段从12月1日起至年底，执
法人员将使用共享单车登记检索
小程序展开检查，如果发现小程序
上显示信息和车辆不相符，即认定
为超量投放车辆，将依据《太原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第四十一
条，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公司超
量投放或者未及时清理违规停放
自行车的，由有关行政执法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
元以下罚款。

此外，有关部门还会依据清
理单车的相应数量，将整治情况
列入相关单车企业的年度考核，
进而对各单车企业的车辆投放额
度进行调整。

严控增量 规范管理

我市专项整治无牌照共享单车

上学忘带公交卡

公交修理工送上5元救急

烈士魂归故里 家属锦旗致谢

两位老人真给力
带头清理地下室

自制发车时刻表
方便乘客坐公交

醉酒驾车酿事故
无证男子被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