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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动不仅是一次推
优活动，更是一场爱心汇聚的
公益行动。9月11日，华西社
区传媒记者深入成都街道、社
区，将投票收益购买的首批爱
心物质送到了锦江区、成华
区、金牛区部分社区老党员、
老红军以及孤寡老人的家
中。老人们都高兴地说：“这
次中秋节很有意义，感谢来自
各养老机构的关爱，这份祝福
让我们心里暖洋洋！”

锦江区书院街街道庆云
社区的刘秀兰老人是 1992 年
入党的老党员，今年65岁，她
说，今年中秋节准备与家人一
同在川内旅游一圈，享受团圆
的欢乐。2012年，她进入小区
业委会后，为小区自治工作付
出了自己的大部分精力。协
调小区纠纷，发现并解决安全
隐患，她一直无私为小区居民
服务，“党员带头投身社区治

理中，我义不容辞。”
蒋祖恩是成华区锦绣社

区一位热衷公益的老人。据
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她常常带
领社区志愿者和居民们，组织
各种活动、表演、帮扶孤寡老
人，服务社区居民，大家都亲
切地称呼她为“蒋姐姐”。虽
然每天都很忙，她却乐在其
中，“父亲说过，钱财不重要，
重要的是生活的质量，我如今
的生活就是真正的老有所
乐。”记者前来看望她时，她正
与院落邻居商量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文艺汇演的相关
事宜。

“我老伴的腿不是很方
便，平时都杵着拐杖，但是他
为公益奉献，为居民服务的心
一直都在，志愿活动总是冲在
前面，我们一家人现在的好生
活少不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
关爱。”庆云社区的雷阿姨与

老伴一直热心社区公共事务，
积极为美好家园的建设献策
出力，“最近社区在倡导垃圾
分类，我们从家庭做起，把垃
圾分类投放，建设更美好的生
活环境。”

此次公益行动中，记者
在为社区老人们送去温暖的
同时，也见证了居民群众对
社区建设的辛勤与热情：杨
学才老人带领志愿者把“脏
乱差”小区改造成高颜值小
区 ；毛 元 老 人 无 私 奉 献 20
年，组建社区合唱团。他说：

“这么多年，我服务社区，团
结邻里、建设小区，我的生活
很充实！”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
兼程，我们有过艰苦卓绝的奋
斗，有过激情澎湃的拼搏；有
过矢志不渝的尝试，也有过波
澜壮阔的前行。我们每一个
人都与祖国一同成长，并始终
铭记老一辈人的辛勤付出与
无私奉献。

此次爱心行动只是本次
公益关爱的第一站，之后，我
们还将走进成都更多社区，为
老人们送去温暖，让爱心不断
传递、扩散！

华西社区报记者 刘福燕
摄影 张今驰

爱心正传递 全城送温暖

资讯

周五来老博会
免费领福利啦

9 月 20 日至 22 日，第三届中
国（四川）国际养老服务业暨养老
产业博览会将在中国西部国际博
览城举办。为期3天的老博会将
为市民带来全面前沿的养老成果
展示和最新养老服务。认知功能
下降的老人适合哪种养老机构？
身心健康的老人应该如何养老？
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不到合适养
老机构的问题常常困扰着家庭的
每个成员，让家中老人有尊严、有
质量的养老，已经成为所有家庭
共同的目标。本次老博会，华西
社区传媒将在现场设置展台，为
具有养老需求的家庭提供一站式
养老咨询服务，帮助老人寻找到
心仪的养老机构。现场，华西社
区传媒、四川康养还将为粉丝们
送上福利，欢迎前来免费领取。

华西社区报记者 刘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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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直飞赫尔辛基航线

成都直飞赫尔辛基航线
由川航执飞，每周 2 班，每周
一、五执行。去程航班号为
3U8271，02∶00从成都起飞，当
地时间06∶00抵达赫尔辛基；回
程航班号为3U8272，当地时间
15∶45从赫尔辛基起飞，北京时

间05∶00回到成都。
赫尔辛基是芬兰的首都

和最大港口城市，毗邻波罗的
海，是一座古典美与现代文明
融为一体的都市，又是一座都
市建筑与自然风光巧妙结合
的花园城。市内建筑多用浅
色花岗岩建成，有“北方洁白
城市”之称。

该航线开通后，成都直飞
欧洲的定期客运航点增至 13
个，覆盖中欧、西欧、南欧、东
欧、北欧等12个国家。

成都直飞德里航线

成都直飞德里航线由印
度靛蓝航空执飞，每天 1 班。
去程航班号为 6E1036, 05:55
从成都起飞，当地时间 08:15
抵 达 德 里 ；回 程 航 班 号 为

6E1035,当地时间22:00从德里
起飞，北京时间 04:55 回到成
都。

印度靛蓝航空是印度最
大的航空公司，成都是印度靛
蓝航空进驻中国内地市场开
通的首个城市，该航线的开通
丰富了双流机场南亚地区的
航线网络，也拓宽了成都向南
发展的空中大通道。

成都直飞芝加哥航线

成都直飞芝加哥航线由
海南航空执飞，每周 2 班。去
程航班号 HU705，每周一、五
执行，21：00 从成都起飞，当
地时间 22：10 抵达芝加哥；返
程航班号 HU706，每周二、六
执行，当地时间 00：10 从芝加
哥起飞，北京时间 04：10 回到

成都。
这是继旧金山、洛杉矶和

纽约后，成都与美国之间搭建
起的第四条空中桥梁，能够让
成都与美国东部之间的经贸
往来和文化交流更加便捷。
成都也是继北京、上海之后，
中国大陆第三个开通直飞芝
加哥客运航线的城市。

3 条新航线的开通，将进
一步完善成都至南亚、欧洲和
北美洲的国际航线网络布局，
提升成都国际枢纽的通达性，
同时也将为四川深度融入“一
带一路”国家倡议提供帮助，
为中西部地区旅客出国旅行
提供更多选择。截至目前，双
流机场已开通航线 349 条，其
中国际(地区)航线121条。

（据封面新闻）

成都新开3条国际直飞航线
9月16日起，直飞德里、赫尔辛基、芝加哥

没有身份证，
也能坐飞机！

没有身份证，也能坐飞机！
日前中国民航据推出了这一便
民举措。9月16日，记者从成都
双流国际机场获悉，民航局在全
国203个机场范围内推出的“民
航临时乘机证明”系统，在成都
机场正式启用。

据介绍，成都机场目前在
T1、T2航站楼内共安装了15台
民航临时乘机证明查验设备，其
中T1航站楼5台、T2航站楼10
台。忘记携带身份证的旅客可
先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民航
临时乘机证明”，然后按照要求
填写身份信息和户籍信息。填
写完毕后，通过人脸识别生成电
子防伪二维码，凭此二维码前往
安装了查验设备的值机柜台和
安检通道办理值机手续、接受安
检。特别提醒各位旅客，电子防
伪二维码有效期为 15 天，如果
超过15天，则需要再次申办，且
不收取任何费用。

（据川报观察）

9 月 15 日，成都召
开“经成都、飞全球——
《跨航空公司国际中转
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
暨成都国际航空枢纽建
设市场推介会”，宣布9
月 16 日开通成都直飞
德里、赫尔辛基、芝加哥
三条国际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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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社区老人送去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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