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烦帮我订这个6人套餐。”3日，咸
宁和平酒店，打包完土鸡汤，市民杨艳丽便
预订了一桌年夜饭外卖。

春节越来越近，咸宁的年味也越来越
浓。一些餐饮企业在严格落实各项常态化
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积极转换经营观
念，推出年夜饭大礼包，通过外卖配送，引
导消费者从到店消费转为到家消费，避免
人员聚集。

“往年都是出去吃年夜饭，今年响应国
家号召不扎堆、不聚集，我们就不考虑在外
就餐，准备从饭店预订半成品的年夜菜，一
家人在家吃。”杨艳丽说。

杨艳丽是荆门人，在咸宁工作6年了，
父母、亲戚、好友都在咸宁，这里已经成了
她的“第二故乡”。今年决定留咸宁过年
后，杨艳丽一家便开始琢磨年夜饭去哪里
吃。

“本来想着在家做，但是父母年纪大
了，我自己厨艺也不行，所以最开始就决
定去酒楼吃。”杨艳丽告诉记者，家人今
年把订年夜饭的“重任”交给了她。原以
为是件简单的事情，没想到咸宁年夜饭
琳琅满目，各地的菜式都有。几番对比之
下，她预订了一家咸宁鸡汤酒店的年夜饭
套餐。

“我到酒店去一问，发现可以除夕当天
在美团上预订，还有优惠券可以领取，方便
又省钱。”杨艳丽说，饭店根据用餐人数不
同，推出了4款年夜饭外卖成品套餐，每款
包含凉菜、热菜和主食。

“元旦我们在家就弄了个火锅，除夕我
们也打算外加个火锅，超市里料包都是配
好的，食材也是切好的，很方便。”杨艳丽对
今年的年夜饭充满了期待。

“往年在老家，就吃传统的荆门菜。今
年大家难得在咸宁过年，就吃点不一样的，
也算是难得的体验。”杨艳丽说，平时大家
都各自忙着工作很少聚在一起，年底一定

要好好张罗一番，吃顿丰盛的年夜饭，过个
开心年。

订餐居民杨艳丽：

解锁“就地过年”新方式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腰包里始终揣着移动电源，每天要更
换四五次电瓶，外卖小哥曾原领到外卖就
三步并两步奔上电瓶车，手腕一拧，未等到
头盔的面罩落下，随即消失在年味渐浓的
咸宁街头。

曾原是安徽池州人，过完年就38岁
了，送外卖已经快2年，“现在一天下来能
接30多单，我曾经最多一次性带了15份
餐”，曾原非常自豪地说道。

“我们也听说了，今年很多餐馆推出外
卖年夜饭。”曾原告诉记者，从前段时间开
始，咸宁美团站点就在招人，提前储备运
力。“今年我不回老家过年了。”

“去年因为没有买到车票，外加疫情防
控需要，被动留在咸宁，今年不回老家过年

是我自己主动选择的。”曾原说，站点里很
多同事和他一样留在咸宁过年。

“我去咨询过，像我这种情况，如果回
老家，来回都要隔离，这意味着有将近1个
月的时间无法工作。”曾原说，留下来的往
往是老家距离远的外卖小哥。“回安徽坐高
铁只能到合肥，然后再从合肥转车回池州，
费用有点高，有点不舍得。”

曾原算过，如果春节期间留在咸宁，自
己能比平时多赚2000多元。“大年初一，单
单加1元，初一到初六有留岗补贴，正月初
九和十五还有返岗红包。”曾原说。

曾原告诉记者，他们外卖骑手必须体
温检测合格方可接单，各站点配备充足防
疫物资，外卖箱也会每天进行消毒，让市民

吃得安全。
送了将近2年外卖，曾原觉得自己算

是一名老骑手了。虽然说，今年一起春节
值班的小伙伴人数比去年多了，但他心里
没底。“以往春节期间送餐的单很少的，主
要帮大家跑跑腿，送年货，最多也就是汤
圆、八宝粥。年夜饭外卖接受度怎么样，我
是第一次碰到。”

如果出现爆单，怎么办呢？“我们是系
统派单，不会拒单。自己手上单子太多，可
以找同事帮忙送，大家会互相帮忙，另外，
相邻的站点也会互相帮忙。”

记者从外卖平台了解到，对于留在当
地过年的骑手，站点也准备了充足的保暖
物资，并设置了不同的奖励，能让骑手在春

节前后获得更高的收入。根据疫情防控要
求，有条件实施的站点也会准备年夜饭，让
骑手们一起团圆过年。

外卖小哥曾原：

把年夜饭送到市民餐桌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陈和安，女，1962 年 11 月出生于赤

壁市随阳的一个小山村。因为家境贫

寒，她 13岁辍学开始做小生意，将故乡

山里的土特产贩往县城出售从而走上

经商之路，如今在湖南经营一家千万资

产的公司。

多年来，陈和安和爱人刘有根一直致

力于爱心事业，先后带着自己的儿子、儿

媳、孙子9人一起做慈善，全家都成了热

心肠。

陈和安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家庭”“湖

北省最美志愿者”、“荆楚最美家庭”、“湖

北省学雷锋标兵”等荣誉称号，中央电视

台《新闻周刊》栏目曾对她的爱心事迹进

行跟踪采访报道，超百万网民给予好评，

网友亲切地称她为“天使妈妈”。

1 引领全家老小九口人做慈善

“当在报纸上看到她的爱心事迹
时，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眼里跳动
的只有感动的泪花……”这是一位普
通老百姓发自内心表达对陈和安的
感动。

2016年6月的一个周末，早上6
时，当大多数人都还在沉睡时，陈和
安叫醒了自己的孙子童正轩、刘明
轩。听说要去看徐奶奶，3岁的童正
轩一下子就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一
家9口驱车来到赤壁镇福利院。

陈和安的两个儿子停车去了，两
个儿媳妇先后将菜拎进了厨房，陈和
安和丈夫刘有根领着三个孙子，将拎
过来的牛奶、水果等送到了各个老人
的房间里。

看见院子里有落叶，童正轩、刘
明轩拿起扫帚扫了起来，9岁的童浩
轩则帮着一位老奶奶按摩小腿。看
着眼前的一切，陈和安很欣慰。回想
起第一次带孙子们来福利院的事情，
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5年前，陈和安第一次带着童浩

轩来到了福利院，童浩轩跑到陈和安
的跟前说：“奶奶，那些人都不讲卫
生，好脏啊。”童言无忌的背后，陈和
安意识到孩子的教育问题。

“等奶奶老了，也是这样的，每个
人都会老去，但你看奶奶们多可怜
啊，她们没有孩子陪，也无法好好照
顾自己了。”童浩轩瞬间明白了什么，
便上前拿来一块毛巾给其中一位奶
奶洗了脸。

2016年下半年，陈和安第一次带
着童正轩、刘明轩来到福利院。来的
路上，陈和安便跟两个孙子说了原
由，聪明的童正轩、刘明轩一下就心
领神会，一到福利院，便拉着爷爷奶
奶们的手，给他们表演节目，引来笑
声一片。

陈和安说，带孙儿们进福利院，
就是想让孩子们敬老爱老。

“每个月，我们都会来福利院，给
爷爷奶奶们送水果，牛奶。”童浩轩说，
他入小学后才知道，奶奶这也是在学
雷锋。

3 跨越五百公里关爱精神病人

2018年3月份的一天，赤壁市蒲
纺精神病医院，远道而来一户特殊的
家庭——家住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
洋溪镇合村的陈春平、龙屋娇一家。

他们一家跨越500多公里的路
程到达这里，只为一个希望而来，那
就是为患有精神病的龙屋娇治病。

原来，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和安
到爱人的吉安老家过春节，看到村里
老乡陈春平一家非常可怜，大过年的
一桌就两个菜，一碗豆腐、一碗辣
椒。住的房子也是那种连水泥都没
有刷的破房子。

后来了解得知，50岁的龙屋娇从
2004年开始就患上了精神病，生活
不能自理。儿子陈鹏还只有17岁，辍
学在家。一家人全靠陈春平在外打
零工维持生计，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
顿，生活十分困难。

“看到他家里那么困难，特别是
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我很心疼！”

当时，陈和安和爱人刘有根当即决定
为老乡龙屋娇治病。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当天，
陈和安雇车将龙屋娇一家接到了蒲
纺精神病医院。经过医生的详细询
问检查后，决定为龙屋娇办理一个疗
程三个月的治理方案。由陈和安为
她承担所有费用。

在安顿好龙屋娇的住院房间后，
临走时，陈和安主动向医生留下了她
本人的电话，充当起监护人，并叮嘱：

“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打我电话。”
在经过近半年时间的治疗后，龙

屋娇病情明显好转。陈和安和丈夫
刘有根还专门租车将其送回了江西
老家，并出资3万多元，将龙屋娇的旧
房子改造一新。

花尽百万积蓄治疗脑瘫患儿2

1991年2月1日，陈和安到西湖菜场
买菜时，捡回一个被人遗弃的女婴，抱回
家中为孩子换衣服时发现连脐带都没有
剪去。当时陈和安家中日子过得非常紧
巴，家人以及亲朋好友均反对她收养孩
子，要她将孩子送福利院，但她却坚决不
同意。

后来，对陈和安的行为有看法的丈夫
在频频同她产生摩擦隔阂后分道扬镳了。

2004年，陈和安与现任丈夫刘有根结
合成新家，此时，陈和安的事业也有了长足
的进步。刘在市看守所工作，为人诚实有
正义感，很与陈谈得来。

2008年9月，陈和安去广州出差，在
广州妇幼保健医院门口捡回一名女婴。她
还给婴儿取了个名字，叫陈楚烨。抱回家
的当天，陈和安发现孩子不时抽搐，表情痛
苦，便将其抱到赤壁市人民医院检查，诊断
结果出人意料：先天性心脏病、婴儿肝炎综
合征。

2009年，陈和安不顾家人的反对，毅

然决然地带着小楚烨踏上了漫漫的求医
路。她跑遍了湖北省大大小小的医院。因
为小楚烨身体的特殊性，每次喂奶都要花
上一两个小时，因为治疗的疼痛，小楚烨总
是不停的哭闹，陈和安为了照顾安抚小楚
烨，每天的休息时间加起来不超过5个小
时，但陈和安从来没有放弃。

2010年，通过治疗，小楚烨一天比一
天有进步。“烨子能侧睡了，烨子会抬头了，
烨子会吃东西了，烨子能挥小胳膊了，烨子
吃奶不会呛着了，烨子长牙了，烨子会叫妈
妈了……”谈到小楚烨的进步，陈和安眼泛
泪光，虽然花光了百万积蓄，但还是一脸欣
慰。

陈和安的善举感动了中国“儿童星光
基金”，缓解了她的经济压力，医院的护士，
也给予了陈和安最大的帮助，小楚烨的房
间堆满了玩具，都是护士阿姨送的。在谈
到这些帮助的时候，陈和安说：“世上还是
好人多啊，小楚烨虽然没有爸爸妈妈，却也
有这么多的‘爸爸妈妈’在关心着她！”

全国文明家庭陈和安家庭：

三十余载的爱心坚守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童金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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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投资不谨慎
老人理财起纠纷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随着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各种投资理
财产品也层出不穷，成为大家日常储蓄之外的又一选
择，但也要小心甄别。近日，家住咸安凤凰社区的杨
爹爹因为理财，就起了纠纷。

“最高投资年利率8%，如未按时分红，违约金按
本金一定比例补偿。”算了一下，怎么都觉得划算，听
闻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65岁的杨爹爹赶紧与前
来推销理财产品的某商业金融机构业务员签订了合
同。

在该工作人员介绍推荐下，杨爹爹购买了固定期
限6年某信托理财产品，还认为自己捡了大便宜。直
到家人仔细阅读合同细则才得知，该项理财产品必须
每年按期投入一定资金，且最终利率以实际为准，所
谓的“最高年利率投资8%”算下来，平均年利率只有
3%不到，明显低于常规储蓄利率，且只能到期取，不能
变更为活期存款。因为合同细则都已详细注明，而且
的确是正规的金融项目，杨爹爹无法反悔，只能干吃

“哑巴亏”。
“说白了，还是自己想贪小便宜，盲目投资。”杨爹

爹希望大家吸取自己的教训，科学理财。

邻里之间遇矛盾
业主委员忙调解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多亏了业委会调解，和邻居的矛盾化解了。”昨
天，茶园路一小区的居民冯阿姨说。

冯阿姨住在4楼。前些天，冯阿姨发现，家里的墙
面、地面浸水严重。一查看，发现是楼上住户漏水所
致。她敲开楼上邻居吴阿姨家的门，原来她家的管道
破损，导致大量自来水外流。

“墙面、地面被水泡开了，需要修理。”她与吴阿姨
协商，希望能赔偿5000元钱。可吴阿姨觉得赔偿额过
高，一口回绝，二人怎么都谈不拢。

“我们都是邻居，要是再僵持下去，怕矛盾越来越
大，上法院没意思。”业委会负责人老赵接到反映后赶
往冯阿姨家中，了解了事情经过和现场实际情况。之
后又去了吴阿姨家中查看管道破损情况，并听取她的
想法。

老赵邀请双方当面沟通。他提出了初步解决方
案：吴阿姨赔偿冯阿姨3000元，并尽快请管道师傅上
门维修，从源头切断漏水问题。冯阿姨可以等墙面干
了，考虑用墙纸进行美化。听了老赵的想法与意见，
两人点头认可了这一解决方案，握手言和。

推销产品讲方法
强买强卖惹人烦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有些推销员根本不是推销，而是一种骚扰和变
相的强买强卖！”说起自己最近的遭遇，吴女士一脸气
愤。

前几日的一个上午，吴女士站在沃尔玛路边等朋
友，一个小伙儿突然蹲下来，在她的皮靴上喷上了什
么东西，不由分说就擦鞋，着实把她吓了一跳。

“哎哎哎！你这是干什么？”吴女士试图拒绝，可
对方却一直在介绍他手中的清洁剂，说厂家搞促销，
可以给顾客免费体验。说话间，推销员用一块毛巾在
杨女士的皮靴上来回擦。因为靴子上已经被涂上了
清洁剂，吴女士只能任由其擦鞋。推销员一边擦一边
不停地推销，见吴女士没有要买的意思，就蹲在地上
继续擦。吴女士只好花59.9元买了两瓶清洁剂。

“像这种推销方式，下次遇到一定要躲得远远的，
也坚决不会购买！”吴女士表示，这种带有强迫性质的
购买方式让人十分厌烦，如果对方大大方方的介绍产
品，自己会更愿意主动购买。

智能门禁新安装
居民幸福大提升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太好了，安装智能门禁后，现在进出小区的车辆
大多都是业主的，少数外来车辆也必须登记才能出
入，安全感大大提升。”近日，家住温泉街道邮电路添
地缘小区的吴女士，说起自家小区的变化，笑意满满。

据了解，添地缘小区建于2003年，共4栋104户
居民。由于是老旧小区，缺少保安执勤，来往人员及
车辆可以任意出入，存在居民物品被盗，小区业主车
辆被划等现象。2020年，小区成立了党支部和业主委
员会，选派热心业主担任楼栋长，义务为小区服务，实
行业主委员会自治管理。

为了提升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小区业主委员
会决定给小区安装智能门禁系统，并确定了保安、保
洁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建设实施，目前智能门禁系
统已投入使用，门禁会自动识别进出车辆和人员，同
时白天有门卫，晚上有志愿者进行值班，共同提升小
区治安安全。

“有了热心肠的张阿姨，有了遇事互相理解互相
谦让的好邻居，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们的小区也会
越来越好！”小区住户张姐夸赞道。

咸宁微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