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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
征集令

本报与中融信托财富中心主办的
“中融·财富杯 顺义好邻居”
第三届征集活动开始啦！每周报道一对或

两对好邻居家庭，
共计50对。欢迎您拨打本报热线电话60416606报名，
或通过本报微信举荐您与邻居的故事。我们筛选
后，
将派出记者采访报道。经过公众投票，
将评选出3对共6个
“好邻居”
家庭，
并评出一、
二、
三等奖。一等奖每个家庭获1万
本栏目由顺义区
精神文明办、政法委共同协办

元、
二等奖家庭获6000元、
三等奖家庭获3000元的奖励。此外，
未获得前三名的好邻居，
每个家庭也将获得500元奖励。

简讯
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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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新增
3 条公交专线

我们不是邻居 是
“母女”
万科城市花园 住楼上楼下

“我们娘儿俩都姓李，就是亲母女！”说这

心安。”

话的主人公就是家住万科城市花园的李淑

“他们的孩子看见我，老远就‘奶奶，奶

范，而她口中的“女儿”是同住一楼 3 层的邻

奶’地叫，跟自己的亲孙子没有区别。”而李淑

居李青梅。这两位“母女”已经在该小区生活

范更是几乎每天都备上陈文波和李青梅二儿

了 14 年，而她们的感情更是浓得化不开，谁

子喜欢的食物，在家里等待着放学的“小孙

离开谁，都倍加思念。

子”来吃，
“看着他吃得开心，我这心里别提多
高兴了！
”

一声问候 打开了彼此的心门
2003 年，两家前后脚搬到万科城市花

如近邻’，跟这样的邻居住在一起，心里暖

两家人几乎吃遍全国各处特色美食

园，李淑范住在一层，李青梅住在三层，成为

啊！”随着两家关系逐渐亲密起来，彼此相互

两家人这样的感情，也深深感动了李淑

李楠）
“以

楼上下的邻居。由于她们所居住的楼只有

帮助更是常有的事儿。而最让李淑范暖心

范的子女。李淑范热爱旅行的女儿，更是每

后出行、上班更方便啦！”北青

楼梯，李青梅一家上下楼都要经过李淑范的

的，还数陈文波和李青梅夫妻的一句话——

次来到父母家，必是准备两份伴手礼，一份拿

社区报记者昨日从骏马公司获

门前，一声声问候更是每日两家必不可少的

“阿姨，以后您有什么事儿，您就直接给我们

给自己的父母，一份送往楼上。
“ 年年都给我

悉，日前顺义区新增公交线路

交流方式。

本报讯（记者

顺 6 路，设 24 个站点，方便城区

打电话，
一定立刻下来，
您别客气！
”

们备着，全国各地的美食都快吃遍了！”李青

“一声声阿姨，叫得我心里暖暖的！”李淑

2015 年 6 月左右，李淑范的爱人忽感身

与马坡居民通行。另外，两条

范笑着说。慢慢地一声声早晚的问候，演变

体不适，上吐下泻，一时急坏了她。由于李淑

除此之外，谁家要是长时间没人，钥匙肯

快速直达专线也已经上路服

成“刨根问底”的交流。随着一次次简单的交

范当时已经 79 岁高龄，照顾忽然生病的爱人

定送到对方手里，而他们彼此也必会像照顾

务 ，牛 山 镇、后 沙 峪 镇 等 地 村

流，
两家人的关系变得更为亲密起来。

有些力不从心。忽然这句暖心话回荡在她的

自己家一样，悉心照料。
“我们就是一家人，什

耳边，她赶忙拿起电话打向楼上。接完电话

么邻居不邻居的，就是
‘母女’，要不怎么都姓

的陈文波马上跑下楼，开车带着两位老人奔

李呢。”李淑范笑得合不拢嘴。

民，可直达东风小学、太阳宫等
地。

一句暖心的话 情比“母女”
顺6路

“虽然我三个子女都在北京，但‘远亲不

途经站点 24 个：马坡 17 号
院、佳和宜园、顺义区医院、东
风小学、顺义电视台、裕龙三区
南、金 汉 绿 港 四 区、行 政 中 心
东、花溪渡等。
（详见北青社区
报 9 月 29 日微信）
发车时间：
裕龙客运站：
早7：
30—9：
00，
晚 16：30-19：00
马坡17号院：
早6：
10—9：
40，
晚 16：40—19：
00
快速直达专线 132
顺义古城-太阳宫桥：
7：
00、
7：
30
线路：顺义古城、泗上村、
地铁芍药居站、太阳宫桥
太阳宫桥-顺义古城：
18：
00、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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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0
线 路 ：牛 栏 山 小 区 、恒 华
街、西丰乐北口、双兴桥、便民
街东口、顺义医院、东风小学
东风小学-牛栏山小区：
17：30、17：
45
线 路 ：东 风 小 学 、顺 义 医
院、便民街东口、双兴桥、西丰
乐北口、恒华街、牛栏山小区
从牛栏山小区至东风小
学，方便沿线小区接驳地铁 15
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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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并摄/记者

孔令阳

忘年邻里情 守望相助10余年
后鲁小区 家住对门

道谢。经过那次抢修经历，
两家人越走越近。

你家借点……在后鲁小区，住着王春红和白

“我刚做的馅饼，趁热吃！”王春红每天自

桂珍这两家，一家是热心、敬老的年轻小两

己带孩子，还要忙家务，经常把孩子喂饱哄睡

口，一家是爱幼、善良的老两口。他们邻里相

后，累得顾不上吃饭倒头就睡了。白桂珍知

处十多年，
邻里之情日渐温暖。

道后，就三天两头地变着花样，特意多做些好

白桂珍家住后鲁小区 201，老两口已经

吃的给王春红一家端过去。吃着热乎乎的饭

60 余岁。王春红家住 202，小两口都是 30

菜，王春红感受到了父母般的温暖，这也让王

多岁。每天早起出门，两家人都能相遇，唠唠

春红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照顾白桂珍一家。

家常、聊聊琐事，虽然两家人年龄相差了将近

白桂珍一针一线给王春红家的孩子做衣

30 岁，但时间长了，两家人都把对方当作自

上已经积了不少水，
怎么办呀？”
白桂珍进门后

服，王春红一家帮白桂珍扛水、扛面，体力活

家人一样看待。

焦急地说。当时，
王春红的老公二话不说，
带上

抢着干……两家人一来一往、互帮互助，虽然

有天晚上，
王春红用了一个小时，
终于把儿

维修工具直奔白桂珍家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

都是小事，但对于对方来说，却都是大忙。这

子哄睡了，
正准备去洗漱休息的时候，
突然响起

排查维修，
水管终于被修好，
已是深夜了，
这让

两家人以互相帮助的方式，谱写了浓厚的邻

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我家厨房水管漏水，
地

白桂珍倍加感动，
拉着王春红老公的手不住地

里情。

线路：太阳宫桥、地铁芍药

牛栏山小区-东风小学：
7：
00、

向医院。
“ 就是我们的儿女，有他们在才觉得

你没时间我帮你带孩子，我家没醋了去

居站、泗上村、顺义古城
快速直达专线 135

梅笑着说。

2017顺义好邻居（50）

文并摄/记者

单艳平

两家的钥匙都互相留存
金宝花园 住楼上楼下

“我们两家可是互留钥匙的关系！”2013

院，并留在医院陪床。在老人住院期间，张海

年张海妹和郭幸福两家先后搬进了金宝花园

妹让爱人在家带孩子，自己留在医院照顾老

9 号楼 2 单元。两家人的结缘，是从张海妹向

人。提及此事，郭幸福感动地说：
“ 儿子虽然

郭幸福打招呼时亲切有礼的一声“姨”开始

不在身边，但是我现在多了个女儿。”郭幸福

的 。 照 顾 孩 子 、开 家 长 会 、生 病 时 帮 忙 送

的儿子也对张海妹一家感激万分。

医……生活中一次次温暖的互动和近四年的

从还在妈妈肚子里到现在成长为鬼马小

相互扶持，让两家人越走越近，越来越信任对

精灵，张海妹的小女儿既是两家感情的见证

方，
现在两家的钥匙都是互相留存的。

人也是纽带。郭幸福早已把张海妹的小女儿

“说起来，郭姨还算是我闺女的救命恩

当作是自己的孙女，小孙女对她非常依赖，有

人！”张海妹的小女儿六个月大的时候，吃苹

了，我整个人都是软的，要不是有郭姨在，我

果卡在喉咙里，上不来气了。张海妹吓得手

真不知道怎么办。”张海妹说道。

足无措，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找郭姨，于是她立

说到让郭幸福两口子印象最深刻的事，

人指着郭幸福问这是谁时，她都会大声回答：
“是我姥姥！”每当提起这件事，郭幸福都会笑
得合不拢嘴。今年正月初六，张海妹夫妇还

马抱着孩子上了楼。郭姨一把接过孩子，一

当属 2016 年的一个夜里，郭幸福的老伴突发

按照老家的习俗，为郭幸福夫妇准备了 66 周

边催着老伴带着钱赶紧送孩子去医院，一边

肠痉挛，由于儿子远在国外上班，远水救不了

岁的生日。
“ 我们两家人围坐在一起，像极了

不停地拍着孩子的背部，在郭姨的不断轻拍

近火，郭姨第一时间电话联系了张海妹。张

其乐融融的一家人。”郭幸福感慨道。

中，孩子缓了过来，化险为夷。
“当时真是吓坏

海妹没有半点迟疑，立刻开车将老人送到医

文并摄/实习记者 龚海凤

刘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