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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双桂 罗亦 本报记者 陶思懿 卢凌嘉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市人民众志成
城。连日来，鉴于理发店无法正常营业，坚
守抗疫一线的工作者又无暇顾及个人形象
打理，部分理发店经营者便义务为抗疫一
线工作者和社区群众理发。

2月 12日，雁江区公安分局大北街派
出所迎来了 5 名特别的“捐赠者”——雁
城某理发店的造型师，为 20 名民警提供
免费理发服务。

想到公安民警日夜奋战在防疫一
线，肯定无暇顾及个人形象，理发店店主
张先生在对员工进行动员后，第一时间
与雁江区公安分局取得联系，义务为城
乡各派出所民警理发。“很感谢大家，理
发后更精神了。”民警张毅说，有了群众
的支持，大家更有信心全力打赢这场疫
情阻击战。

2月 12日，安岳县城某理发店 7名“造
型师”带着理发工具箱来到县人民法院。

“在特殊时期，不仅需要一线的干警，还需
要更多人站出来，为疫情防控工作做力所
能及的事情。为他们默默奉献的行为点
赞！”法院工作人员杨兰说。

“疫情当下，看到他们坚守在防控一
线，很多人没有时间和条件打理头发，我
们便萌发了义剪的想法。于是我们 7 名
造型师，每天都为一线防疫人员服务，尽
自己的一份力量。”理发店负责人邓明钧
表示，此次义剪活动将持续至疫情结束。

“非常感谢，快一个月没剪头发了，理
完发感觉整个人清爽了。”2月 15日上午，
在乐至县住建局办公楼里，工作人员小李
一边照镜、一边对理发师宋李明说。

宋李明是位退役军人，在部队服役时
曾是一名理发员，拥有精湛的理发手艺。

所以，当乐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发起成立
退役军人“战疫”志愿服务理发队进机关
的倡议时，他第一个响应。“就想着自己有
这个手艺，能为一线的工作者尽一份绵薄
之力，也算是施展技艺了。”在宋李明的带
动下，退役军人、理发店老板……10 余名
志愿者纷纷加入义务理发志愿服务。连
日来，宋李明和他的队友走进各单位部
门，已为 200余名干部职工理发。

从 2 月 7 日开始，住在雁城槐树苑小
区的“90 后”朱小龙就成了小区 400 多位
居民的义务理发师，哪里有理发需要，他
就出现在哪里。

一把推刀、一把刷子、两把剪刀和一
张围布，这就是朱小龙理发所用的全部工
具。为避免居民扎堆理发，朱小龙选择了
在小区旁边的空铺面里为居民服务，理完
一个后，另一个人再进来，如有居民不愿
出门，他就上门服务。

“已经快两个月没剪头发，现在把头
发剪短了，心里舒服多了，谢谢朱师傅。”
小区居民朱勇理完发后笑呵呵地说。

朱小龙曾开了 7 年的理发店，他说，
如今这个特殊时期，正好用这门手艺来帮
助别人，在战“疫”中贡献一份力量。

一、比选项目概况
1、比选人名称：资阳市城投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2、比选项目名称：幸福大道公交站台灯箱广告
3、比选项目地址：资阳市雁江区幸福大道
二、本项目比选内容：
1、本次招标公交站候车亭尺寸、数量如下：
幸福大道 11 处公交站候车亭灯箱广告位大灯箱尺寸：

3.7 米×1.7 米、小灯箱尺寸 1.2 米×1.7 米，由于政府需求，该
路段 11处公交站台，每处站台预留一个大灯箱用于公益广
告宣传。本次该路段公交站台广告位招标出租，大灯箱 9
处 17个、画面可滚动大灯箱 2处 6个灯箱、小灯箱 11个。

三、最低控制价：
实行市场调节价，本招标项目最低控制价为55万元/年。
四、投标人资格条件
投标人必须具有相应的营业执照或资质证书；
五、比选文件的公告方式、公告时间：
本次比选招商公告将于 2月 17日在资阳日报、资阳网、

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网站公开发布。
六、比选报名方式
凡有意参加比选者，请于2月 17日至 20 日8：30至12:00，

下午2：30至6：00（北京时间），在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139号

5楼会议室持单位介绍信原件、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获取比选文件。

七、比选及评标办法
本比选项目采用的评选办法：采用最高报价中选法。
八、比选文件的递交
比选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比选截止时间）：2 月 21 日

下午 3：30，提交地点为：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 139 号 5 楼
会议室。在递交比选文件的同时，投标人应当持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原件、身份证原件和复
印件到场核验登记，以上材料复印件均需加盖公章，否则其
比选文件将不予接收。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比
选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九、合同期限
本次比选内容签订合同期限为 1年。
十、联系方式
招标人：资阳市城投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 139号 5楼会议室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18215501292

资阳市城投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2020年2月17日

资阳市城投广告传媒公司

幸福大道公交站候车亭广告位
招商比选公告

一、比选项目概况
1、比选人名称：资阳市城投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2、比选项目名称：西门铁路桥三面翻入城面
3、比选项目地址：资阳市雁江区西门铁路桥
二、本项目比选内容：
1、本次招标西门铁路桥三面翻广告位入城面（靠

交警一大队），现空余一面，广告位尺寸：42.5米×4.5米
三、最低控制价：
实行市场调节价，本招标项目最低控制价为 36 万

元/年。
四、投标人资格条件
投标人必须具有相应的营业执照或资质证书。
五、比选文件的公告方式、公告时间：
本次比选招商公告将于 2 月 17 日在资阳日报、资

阳网、资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网站公开发布。
六、比选报名方式
凡有意参加比选者，请于2月 17 日至 20日上午8：30

至 12:00，下午 2：30 至 6：00(北京时间），在资阳市雁江
区车城大道 139号 5楼会议室持单位介绍信原件、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人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获取比选文件。

七、比选及评标办法
本比选项目采用的评选办法：采用最高报价中选

法。
八、比选文件的递交
比选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比选截止时间）：2月 21

日下午 3:30，提交地点为；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 139
号 5 楼会议室。在递交比选文件的同时，投标人应当
持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原
件、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到场核验登记，以上材料复
印件均需加盖公章，否则其比选文件将不予接收。逾
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比选文件，招标人不予
受理。

九、合同期限
本次比选内容签订合同期限为 1年。
十、联系方式
招标人：资阳市城投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 139号 5楼会议室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18215501292

资阳市城投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2020年2月17日

资阳市城投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西门铁路桥三面翻广告位入城方向（一面）
招租比选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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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我市主城区
禽肉蔬菜价格信息

市发展改革委对资阳市主城区价格监测：2月 17日，市场
商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粮、油、蛋、奶价格保持稳定，
猪肉、鸡肉价格与前日基本持平，牛肉、鸭肉、鲜鱼、蔬菜价格小
幅下降。猪肉（一级后腿肉）零售均价 34.46元/斤，猪肉（精瘦
肉）均价 37.66元/斤，白条鸡肉均价 14.2元/斤，与前日持平；精
牛肉均价 44.76 元/斤，较前日下降 1.3%；白条鸭肉均价 14.56
元/斤，下降 8.8%；监测的 13种蔬菜均价 3.17元/斤，下降 1.9%；
监测花鲢、白鲢、鲫鱼三种鲜鱼均价12.26元/斤，下降2.2%。

一则消息
牵动多方携手

“战斗在一线的青年突击队医护人员
太辛苦，我们必须要给他们最真切的支
持！”2月12日，资阳共青团微博《战役||你
在门内守住资阳，我在门外守望你》稿件一
发出，青年突击队医护人员连续多日不能
回家、不能照顾家人的现状，便牵动了团
市委班子的心，也牵动着不少市青联人员
的心。

“作为青年抗疫突击队医护人员的娘
家人，我们应给予他们关怀！”团市委主要
负责人说。

“一线的医护人员在保护我们的健康
安全，我是做生态农业的，想尽一点绵薄之
力，为他们的家人送去吃一周也不重样的

新鲜蔬菜。”看到倡议的四川弘渊生态农业
公司总经理张华，主动联系了团市委。

“疫情当前，企业责无旁贷，我们始终
牢记着自己的社会责任。”四川杨森乳业
也不谋而合，主动联系、积极响应。

“能为一线医护人员后勤保障尽点
力，是我们邮政员工的担当！”市邮政公司
团委伸出了橄榄枝。

要精准慰问！在团市委的组织下，市
人民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市第四人民
医院、市疾控中心团委仅用半天时间，就
将 200 名一线“青年突击队员”名单和家
庭住址收集完毕。

凌晨4点
爱心接力开始

2月16日凌晨4点，一批价值 2万元的

15种新鲜蔬菜，从成都运到雁城桥亭子菜
市场。这些，都是张华精心搭配采购的。

当日凌晨 6点，团市委主要负责人和
相关负责人带着 4 名青年志愿者赶往现
场，对蔬菜进行整理分装。“量大、品种多，
分装打包急需人手！”得知消息后，各医院
团委书记陆续赶来增援。热心市民薛大
妈也加入志愿服务队伍。

“哦哟，有蒜薹、荷兰豆、豌豆、毛豆荚、
二荆条、莴笋、芹菜、胡萝卜、菠菜……菜品
齐全，好多钱一袋？”打包期间，不断有市民
前来围观和购买。“今天不卖，都是送给一线
医护人员家人的。”张华一边忙活一边回答。

与此同时，杨森乳业的工人们在早晨
7点开始将 200件新鲜牛奶搬运装车。上
午9点，准时运抵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广场。

10时许，200份蔬菜终于打包完毕，也
被送到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广场。简单的捐

赠仪式上，团市委对爱心企业的善举表示
肯定与感谢，并为爱心企业授捐赠证书。

一刻不停
4小时完成爱心传递

仪式后，志愿者把蔬菜、牛奶分装到邮
政配送车上，由邮政公司爱心志愿服务车
队派送，交到一线医护人员的家人手中。

为保证蔬菜的新鲜，资阳邮政志愿者
快速展开城区195份慰问品的派送。投递
人员顾不上吃午饭，逐一打电话给收件人。

当天 14:30，饱含团组织和爱心企业
温暖与关怀的 195份慰问品全部送达。

“太感谢了！虽然医护人员在一线，
但大家浓浓的关怀之情，他们能感受得
到！”从受赠人员家属的感谢信息里，记者
看到了大疫面前大家心手相牵的力量！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国上下
同心抗疫共克时艰。在这场“战疫”
里，我市青年立足不同的岗位，用
自己的方式散发光和热。在团市委
的号召下，65 支疫情防控“青年突
击队”紧急组建、挺身而出，1000余
名团员青年奋战在抗疫一线，同时
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用奉献、信念
与坚持守护资阳。而另一场对他们
的关怀接力，也在悄然进行……

□ 李丞 本报记者 胡佳音

一场始于凌晨4点的爱心接力

义务理发送上门 精神焕发抗疫情

□ 韩菊芳

“来、来、来，赶快过来喝碗鸡汤暖暖身体……”2 月 13 日
晚上 11时，在遂资眉高速公路乐至县中天收费站防疫监测点，
执勤人员听到了熟悉的声音，他们知道凌大姐又给他们送鸡
汤来了。

凌大姐，是中天镇场镇居民凌建英。
问及为什么要送鸡汤给工作人员，凌建英说，有一天晚

上，她出门给孩子买零食，看到工作人员在寒风中踱步，很感
动。于是，她就想到要给他们做一碗热汤。当她把这个想法
告诉丈夫时，立即得到了丈夫的支持。

说干就干。当天晚上，他们就把冰箱里的鸡肉拿出来，
加上香菇等食材做成了热气腾腾的鸡汤，给遂资眉高速公路
中天出口、G351 中天段、雁江区邓家沟点位的执勤人员送了
过去。

从那以后，她和丈夫白天采购食材，把鸡肉、香菇、白萝卜
等洗净、切好，晚上 9点开始炖汤，11点左右炖好了，然后再把
鸡汤分送到各点位执勤人员手中。

为了不让大家吃腻，他们每天还换着花样做各种口味的
鸡汤，香菇鸡汤、酸辣鸡汤、山药鸡汤……

“凌大姐已经给我们送了十多天鸡汤了。”值守人员小李
感激地说，“天天都准时到。”

当邻居问她，拿着自己的钱买鸡买菜熬汤，还加班加点给
值守人员送，值得吗？

“比起通宵执勤的人员，我们做点鸡汤根本不算啥，我会
把鸡汤一直送到疫情结束。”凌建英说，“那时，我再把鸡汤换
成汤圆送给他们吃，感谢他们为疫情防控作出的努力！”

本报讯（黄博 记者 蒲敏） 2 月 15 日，气温骤降。在成渝
高速资阳站出口空地上，一个简单的小摊儿支开了。摊主叫
马三虎，来自甘肃临夏市，在资阳开面馆已经有两年时间。从
14 日开始，他就带着儿子、闺女和爱人，拉上煤气罐，带上面
团，为高速路口的抗疫工作人员现场制作拉面。

儿子负责拉面，妻子负责看火，自己拌佐料……一天两
顿，每天大约提供 40碗拉面。

监测点的工作人员终于和吃了很多天的泡面、饼干、矿泉
水说拜拜了。香菜、辣椒、牛肉……他们接过马师傅递过来的
拉面，深吸一口热气，吃得既暖和又有滋味。

成渝高速路口，是资阳疫情防控的“大门”，“守住资阳”的
信心从这里发源。蹲守在这个监测点的工作人员来自卫生部
门、交通部门、街道办事处等单位，每一班有工作人员 20余名
日夜坚守。

马三虎看工作人员吃得有滋有味，满眼笑意地跟记者讲
起了这次“送面计划”。他说，自己从新闻里得知一线工作人员
吃不到热饭菜之后，就坐不住了，思考了好几天，在家庭会议上
决定，用一技之长，为战斗在抗疫一线的人员免费提供拉面。

他的这个想法，不仅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合作伙
伴的相助。在讲述了送面计划之后，蔬菜店老板免费提供蔬
菜和大米；去订购方便饭盒，老板直接放下一箱说：“送！”

这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集合了马师傅全家的手艺，也集
合了资阳人的团结和温暖。马三虎说：“只要疫情不结束，全
家的送面行动就不会结束。”

天气很冷，心里很暖。监测点上的工作人员说，这里不仅
仅有拉面，连日来，他们还经常收到市民送来的矿泉水、水果、
方便面、饼干和消毒液等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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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剪送进安岳法院。

马师傅全家总动员送
拉面

送
鸡汤

凌大姐天天准时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