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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 年货销售渐火
的节前促销活动。一位负责人告
诉记者：“现在过节送水果的比
较多，大概到腊月十五以后，我
们的水果会大批量到货，到时候
会有优惠套餐，比较划算。春节
期间，龙眼、进口车厘子、猕猴
桃等都是热门水果。
”
市区嵩山路一家精品农产
品店内，鲜参、菌类礼包成为
热销产品。老板赵立业告诉记
者：“进入腊月后，预订产品的
客户比较多，鲜参、菌汤包、
养生酒、小青柑这些产品销售
都不错。”

年轻人爱网购年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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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刘亚杰
进入腊月，各大商场都挂上
了红红的灯笼，各种年货也逐渐
放上货架，为春节市场预热。另
一方面，线上电商平台也都挂出
了年货促销页面，年货市场逐渐
旺起来。

年货市场渐红火
1 月 9 日，记者走访市区多
家商场、超市发现，尽管年货市
场还未完全启动，但不少超市货
架上已陆续摆上春联、大红灯笼
等装饰品，走廊也被设成了“年
货大街”。很多超市也把瓜子、
糖果等春节热门商品放在了显眼
的位置。
市区交通路一家商场的管理
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超市正在
备货阶段，但商场促销宣传已经
开始了。具体的促销方案也已经
出来，促销商品折扣力度很大，

不少商品都有买赠、满减活动。
根据往年经验，市民在采购年货
时，瓜子、糖、坚果等休闲食品
仍唱主角，米、面、粮、油等销
售情况也会不错。
”
在铁东农贸市场内干货较
为集中的区域，干木耳、干辣
椒等干货种类繁多，很多市民
也开始提前准备过年的干货。
“过年买干货是必不可少的，像
腐竹、香菇、木耳、粉条等，
早晚也得吃，不如提前买点，
省得到年底再涨价，买着不
划算。”正在选购干货的市民韩
女士说。

过年礼品提前备
春节走亲访友，串门的礼品
必不可少，除了常见的奶制品、
饮料等，近两年水果和养生食品
也越来越受市民青睐。
在市区金山路一家水果超
市，店里的员工正在准备接下来

对于年轻人来说，网购成了
不少人的选择。记者注意到，不
少商家都在网络平台上推出了
“年货节”等促销活动，还会向
消费者发放优惠券和福袋等。
“要上班上到除夕前一天才
放假，没有时间去实体店挑选，
这几年的年货都是在网上买的。
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在网上看
看，开始提前购买，商家陆陆续
续发货，等到过年的时候基本就
买齐了。”今年 28 岁的市民刘女
士告诉记者。
除了方便，有的年轻人选
择在网上购买年货是为了买新
鲜 。“90 后 ” 女 孩 谷 倩 告 诉 记
者：“每年我都会在网上买一些
商场里不容易买到的商品，比
如，去年我在网上买的某零食品
牌的大礼包，里面的小零食种类
多，价格还便宜。网上还能买到
一些直播平台推荐的特色零食，
在家里准备一些，来串门的小朋
友都很喜欢。
”

遇迷路小男孩 公交司机抱他找到家

张要文把迷路小孩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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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齐 放 实习
生 李博昊） 1 月 9 日，公交司机
张要文下班回家的路上，风雪中
遇到一迷路小男孩，就抱着男孩
帮他找到了家人。
1 月 9 日傍晚 7 时许，雪下
得纷纷扬扬。市公交集团 101 路
公交车车长张要文下班早，正走
在回家的路上。当他走到市区五
一路盛世嘉园菜市场东门时，看
到路边几个人围着一个正在哭的
小男孩。张要文停下脚步，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原来，这个两三
岁的小男孩和家人走散了，找不

退休大妈闲不住
乐当创文热心人

黄先生家人供图
到回家的路，哭着找妈妈。
张要文先拿出手机报警，然
后把小男孩带到旁边的商店里取
暖。不过，小男孩一会儿就大哭
起来，喊着要回家。无奈之下，

张要文就试着询问小男孩家住哪
里。小男孩虽说不清楚，但知道
大概位置。幸好张要文对附近环
境也比较熟悉，就抱着小男孩在
雪中小心翼翼地寻找家的方向。
从菜市场门口向北走了几十
米后，在干河陈乡政府附近，小
男孩终于记起了居住小院的位
置。十几分钟后，小男孩敲开了
家门。此时，家中的爷爷正在给
亲人们打电话，要他们帮忙寻找
孙子。
原来，爷爷黄先生抱着两岁
半的孙子出门买菜，风雪中突然
发现孙子不在身边了。叫喊多遍
未果后，黄先生以为孙子自己回
家了，就连忙回家查看。当他看
到孙子没在家时，这才慌了神。
正着急寻找时，张要文把孩子送
了回来，黄先生握着张要文的手
连声表示感谢。

□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杨 旭
在市区黄河路黄河宜居
苑小区，有一位居民李桂
花，不仅热心小区大小事
务，还主动参与社区组织的
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
助力“创文”
。
1 月 8 日下午，记者见
到李桂花时，她正在清扫小
区路面杂物。由于小区实行
简易物业，一些楼道难免存
在卫生死角。因此，李桂花
几乎每天都要拿着扫帚、撮
箕等清洁工具在小区转悠，
看到哪里不干净就扫哪里。
除了自己小区，李桂花
还经常参与社区志愿服务活
动，到其他小区义务打扫卫
生，并协助社区工作人员监
督商户门前“三包”是否落
实。在社区工作人员眼中，

李桂花就像“编外人员”，
默默奉献。“正是因为有李
姐这样的热心居民，社区
‘创文’工作才能顺利展
开。
”工作人员艾女士说。
“小区原来脏乱差，现
在杂草没了，路面平了，垃
圾也少了。”李桂花说，“我
今年 58 岁，退休在家闲着
也是闲着，为‘创文’出一
份力，我愿意。
”
不仅如此，李桂花还是
孝老敬亲的典范。她的丈夫
曾生过一场大病，身体不
好。她的公公去年去世了，
但之前一直住院，生活不能
自理，李桂花跑前跑后地悉
心照顾。在小区里，人们说
起贤惠能干的李桂花，无不
竖起大拇指。“她真能干，
洗洗涮涮、忙里忙外的，从
不叫一声苦。”小区居民赵
花枝说。
在小区居民眼中，李桂
花不仅贤惠能干，还是个热
心肠。她经常帮助邻里，遇
到小区居民有什么困难，她
都会伸出援手。小区居民生
病了，她和大家一起帮忙送
医；有居民家的孩子调皮，
跑出去玩，大人急得到处寻
找，她也加入寻找孩子的队
伍……她的贤惠、热心不仅
赢得了邻里敬佩，也影响着
身边的人。
“远亲不如近邻，在我
们小区，大家都很团结、和
睦，这跟‘创文’不开，大
家都在不断提高自身素
质。
”李桂花说。

窨井盖断裂 院内污水四溢

院内的窨井向外冒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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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杨 光
实习生 李 潘）“只要遇上
雨雪天，院内污水四溢，都
没 地 方 下 脚 。” 1 月 10 日 ，
住在市区双汇路人东一巷七
号楼的尹先生向记者反映，
他们小区内一处窨井盖断
裂，导致污水外溢，一直没
人修。
当天下午，记者在该小
区看到，院内脏兮兮的，原
来的水泥窨井盖断裂，并且
掉入窨井内，只露出一角。
窨井旁边还被人放了一张小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桌子，作为警示标志。
“这个窨井盖可能是居
民停车时压坏了，有两个多
月了。只要遇上雨雪天，窨
井内的污水能流出十几米
远，整个院子都是臭味。”
尹先生告诉记者，这里是老
旧小区，没有物业管理。此
事也向社区居委会反映过，
可是一直没有人修理。
当天下午，
记者联系到了
召陵区天桥街道办事处，
工作
人员表示，将尽快维修，确保
居民正常生活不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