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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谢谢你们对我的关注和鼓
励，我将继续本着‘做人争口气，做事凭
良心’的理念，秉承‘人生路漫，上下求
索’之精神，做好每一碗面，愉悦他人，温
暖自己。”这是代凡凯近日在商洛人的朋
友圈里小“火”了一把之后，在一条新闻
链接下的留言。

代凡凯是在福建省厦门市打拼的商
洛人，他坚持 8 年为过生日的老人送长
寿面的事迹被厦门市不少媒体报道，在
其老家丹凤也引起了大量关注，不少网
友纷纷留言：“一碗长寿面，浓浓敬老
情。在外打拼也不忘传播正能量，老乡
好样的，向你学习！”

今年 50 岁的代凡凯是丹凤县花瓶
子镇人，从 16 岁起，他就外出打工。他
曾经是厦门市一家五星级酒店的面点主
厨，2013 年辞职后，他在厦门市湖里区
祥店社区开了一家小面馆，凭着货真价
实的食材和精湛娴熟的厨艺，他的小店
经常顾客盈门，一面难求。

今年 6月初，代凡凯回到老家丹凤探
亲，还特意回到母校花瓶子镇中学，围绕
成长与感恩话题为孩子们上了一节课。

记者见到他时，他脸上带着笑意，向
记者讲述了一碗碗免费长寿面的故事。

煎一个圆圆的鸡蛋，配上韭菜、豆
干、青菜等，再加入熬好的高汤，一碗劲
道十足的长寿面就做好了。每碗长寿面

都由代凡凯亲手来做，他表示，一碗面并
不值钱，重要的是其中的心意，所以他格
外重视，会根据老人的需求调整面条的
硬度、汤底的咸淡等，让每个老人都能吃
到符合自己口味的长寿面。

代凡凯坦言：“一开始做这个事情，
没想着能被这么多人关注，我还有点不
好意思，只是做了一碗面而已。”

在外打拼多年，店里事情多，代凡凯几
乎很少回家，对父母的想念与日俱增，而无
法时常在父母身边尽孝的愧疚也让他难以
释怀。有一天，一位进店吃饭的老人问他
店里有没有长寿面，当天是自己生日，但是
儿女都不在身边，想吃一碗长寿面。代凡
凯听完后没有多说什么，转身去了后厨，含
着热泪认真地做了一碗长寿面，毕恭毕敬
地端到老人面前。

“老爷子，您慢慢吃，有什么需要给我
说，这碗面是我替您的儿女孝敬您的！”听了
代凡凯的话，老人握着他的手，激动得说不
出话来。

“我当时看到他，突然就想到了我的
父母，在他们过生日的时候，我都没办法
做一碗长寿面给他们送祝福。”回忆起当
时的场景，代凡凯眼里泪光闪烁。

当时，看着眼前吃面的老人，代凡凯
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所有过生日的老
人都可以来我店里免费吃一碗长寿面！”
代凡凯把这个想法写成标语贴在店里，

希望能将这份小小的心愿传递出去。
“ 但 是 刚 开 始 好 多 人 其 实 是 不 信

的，他们总觉得免费背后是不是还有额
外消费，或者是质疑我作秀之类的。”
代凡凯说。

代凡凯没有多想，只是默默地做着，
只要有人来吃长寿面，他必定用心用情
做好一碗色香味俱全的手工长寿面。

“尽管免费，但从未偷工减料，工序
一样都不能少。我让老人来吃，肯定就
要让他们吃得舒心、吃得开心，如果敷衍
地做碗面，那还不如不做。”代凡凯说。

在代凡凯的用心坚持下，小店免费
长寿面的名气越来越大，好多祥店社区
之外的老人也专程赶来。让他印象特别
深刻的是一位 80 岁的老人推着 100 多
岁的父亲到店里吃面。代凡凯笑着说：

“推着轮椅进来，我都有点受宠若惊，让
老人家大老远跑过来，知道的话我哪怕
给送过去都行。”

来吃长寿面的人越多，代凡凯越高
兴。他不计成本地坚持着，哪怕店里遇
到困难，他也从未想过放弃。

代凡凯的店里有一本台历，里面记
着许多人的生日，其中百分之九十都是
祥店社区 60 岁以上贫困孤寡老人的。
在这些老人生日前一天，代凡凯就会打
电话给他们，请他们过生日时来吃长寿
面或是把长寿面送到家。每年换日历的

时候，代凡凯就将日历上的名单及时更
新。名字越来越多，他坚持每天看日历，
给过生日的人打电话、发信息邀请他们
来吃长寿面。

除了提供免费长寿面，母亲节、儿童
节等节日，代凡凯也会邀请社区里的年
轻人带着母亲来店里免费吃面，还会在
社区内定期组织面食制作培训，让大家
在欢声笑语中学到了制作面食的手艺，
还懂得了如何敬老爱老。除了正能量厨
师的身份外，代凡凯还是“义务交警”中
的一员。只要一有时间，他都会在湖里
区第二实验小学门口维护交通秩序，保
护学生安全。

“在外打拼 20 多年，我们商洛人骨
子里的淳朴和良善一直伴随着我，让我
在做每一件事时都能不负良心去做。以
后有机会我还是想回到家乡，为家乡的
老人做一碗长寿面，而且还要教会他们
的子女如何制作。由子女亲手制作长寿
面，端给父母吃，我觉得这个意义更大。”
代凡凯笑着说。

一 碗 长 寿 面 悠 悠 故 乡 情
本报记者 白志鑫

本报讯 （记者 刘 媛）6月18日上午，由团市委、市委文明办、市
妇联、市少工委主办，团商州区委、区委文明办、区妇联、商州秦韵小学承办
的商洛市“喜迎二十大 争做红领巾讲解员”比赛在商州秦韵小学举办。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 7 个县区的 18 名少先队员参加，参赛选手围绕
“喜迎二十大”主题，通过模拟在红色革命旧址、爱国教育基地等现场讲
解的方式，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党史故事、革命故事和英雄故事等，赢得
阵阵掌声。经过党史知识测试及寻访视频展示评比，比赛共评选出一
等奖 3名、二等奖 5名、三等奖 10名。

据介绍，此次比赛旨在引导全市广大少先队员在参观红色基地、寻
访发展变化等实践体验活动中，立志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增强
责任感、使命感，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市上举办“喜迎二十大 争做

红 领 巾 讲 解 员 ”比 赛

本报讯 （记者 王 倩）6月18日上午，我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拉开
帷幕。记者从市教育考试管理中心获悉，今年我市共有48241人报名考试，
其中八年级24553人、九年级23688人。全市共设7个考区、14个考点。

市教育考试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我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于 6 月 18 日—20 日举行，报名考试人数比去年增加 2097 人。九年级
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物理、道德与法治、化学、历史共 7 科 7
卷，其中道德与法治实行开卷考试，其他科目均为闭卷。八年级考试科
目为生物学和地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除了上述的笔试考试外，我市
在前期还进行了物理和化学实验操作、信息技术上机操作和生物实验
操作考试以及体育与健康考试。

据了解，考试前，我市组织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
净化考点周边环境等5个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及时排查考试安全隐患，并对
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组考防疫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确保全体考生
和考务人员熟知防疫知识和操作流程。考试期间，我市在考点周边部分道
路实行交通管制，为考生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各考点工作人员全力为考生提
供舒心周到的考试服务。同时，我市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招委会成员单
位齐心协力、多措并举，联手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保驾护航。

4.8 万余名学生参加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本报讯 （通讯员 赵晓翔）“有这
样一位好女婿，多年来他悉心照料体弱
多病的岳父、岳母和爷爷……”6月17
日，在洛南县麻坪镇孤山村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志愿者殷存祥正在讲述孝老爱
亲模范王新富的感人事迹，采取“身边
人讲身边事、身边事身边人讲”的方式，
深入开展讲道德故事文明实践活动。
为进一步弘扬时代新风、引领道德风
尚、凝聚干群推动乡村振兴的精神力
量，连日来，洛南县在全县 16个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247个新时代文明站深
入开展“文明新风进百村·道德甘露润
万户”文明实践活动。

该活动主要包括讲好道德故事、道
德文化进乡村、孝德传承、道德典型评
选、深化移风易俗5项内容，通过组织

“五老”队伍、乡贤队伍、典型人物及志
愿者，利用道德讲堂、党员大会、群众会、
院落会等形式，宣讲道德故事，引领干
部群众向道德模范学习；组织舞蹈队、
自乐班、乡土能人等，围绕传统美德传

承等内容，开展文化演出，达到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的良好作用；经常性开展
慰问陪伴、生活照料、健康检查等关爱
老人服务，各村每月15日为全村70岁
以上当月过生日的老人集体过生日，形
成人人尊老、爱老、敬老的文明新风尚；
以村为单位积极开展道德评议活动，让
群众学有榜样、赶有目标；充分发挥“一
约四会”作用，实行红白喜事报备制度，
制定宴席上限标准，优化红白喜事流程，
抵制天价彩礼、薄养厚葬、铺张浪费等

不文明行为，持续推进移风易俗。
走进全国文明村古城镇王村，映入

眼帘的是穿梭在村组、田间地头的“红
马甲”，他们奔走在全村的各个角落，用
文艺形式宣讲道德故事，用惠民演出丰
富群众生活，用真情服务对接群众需求，
通过移风易俗改变陈规陋习。

近年来，洛南县紧扣“凝聚群众、
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目标，
常态化、精准化、规范化、制度化开展
文明实践，一场场鲜活生动的文明实
践活动融入百姓生活，让群众参与文
明实践过程、享受文明实践成果；一处
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串珠成链，激
发了新时代志愿服务活力，让文明乡
风“吹起来”，村民生活“美起来”，群众
心田“暖起来”。

洛南文明新风进百村

本报讯 （记者 陈 波）近年来，
市委文明办以文明村镇建设为抓手，
统筹物质、精神两个文明，繁荣农村文
化，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
风，努力让文化建设成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的主引擎和动力源。

我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
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开展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
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
学习教育，让群众更真切地领悟党
的创新理论成果，更好地用于指导
生产生活实践。组建农村宣讲骨干
队伍，深入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

党走”宣讲活动，把宣传教育阵地建
到村组屋场、田间地头、百姓家门口，
做到了宣传宣讲在农村的全领域、
全方位、全覆盖，引导干部群众坚定
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累计
开展宣讲 9000 多场次，受众 37 万多
人次。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深化“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全市党员
办实事 10.87 万件，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深入人心。

我市大力实施“厚德陕西·善行
商洛”主题实践活动，利用乡村大喇
叭，广泛宣传践行村规民约、道德红

黑榜等制度，常态化开展道德讲堂、
乡风文明志愿服务活动。组织道德
模范、身边好人、党员干部、志愿者等
深入村（社区），以社区讲堂、道德讲
堂、院落会等为载体，开展以传思想、
传政策、传道德,送文化、送技能、送
服务“三传三送”为服务内容的巡讲
活动。充分发挥基层群众先进典型
在乡风教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实现善
行义举榜、移风易俗红黑榜在全市村

（社区）全覆盖，累计表扬 8300 多人
次、曝光 710 多人，努力在广大农村
营造新风正气。目前，全市所有村（社
区）实现村规民约全覆盖，累计开展

道德评议 2600 多场次，规范红白喜
事 2100 多场，节约人情消费支出
1000 多万元。

市上坚持创建惠民、创建育民，
持续推动“美丽乡村·文明家园”建
设。深入开展文明镇、文明村（社
区）、文明移民搬迁小区、文明家庭
等细胞创建工程，持续提升乡村文
化品位，累计创建“五美庭院”7 万多
个，“十星级文明户”评选实现村（社
区）全覆盖。加强对文明创建的日
常指导、管理和考核，全市累计创建
文明镇 88 个、村 791 个，占比分别达
89.7%、61.6%。

我市文化铸魂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徐 璠）近日，镇安县政务服务中心在政务大
厅增设移动爱心母婴室，为有需要的办事群众提供方便。这是继增设
便民服务柜、无障碍卫生间等便民设施后，县政务服务中心又一项提高
政务文明、贴心服务群众的新举措。

移动母婴室位于政务大厅一楼东南角楼梯口处，占地4平方米，内置
空调、内锁、报警器，可为带婴幼儿的群众提供安全的私密空间，方便群众
进行哺乳、婴儿护理等。移动母婴室配备了婴儿护理台、哺乳椅、哺乳借
力凳、饮水机、垃圾桶、灭火器、安全插座等设施，提供了免费使用的一次性
纸杯、口罩、湿纸巾等物品。便捷贴心、充满人文关怀的服务举措赢得了
办事群众的点赞：“以前出门办事带着孩子很不方便，现在有了这个移动
母婴室，避免了很多尴尬，也不担心影响别人了。”

今年以来，县政务服务中心通过优化窗口设置、升级服务平台、完
善便民设施、规范窗口服务等一系列实打实、心贴心的举措，让群众办
事更快捷、更舒心。

镇安政务服务中心有了母婴室

本报讯 （记者 谢 非）6月14日，教育部书画等级考试授牌仪式
在商州区第三小学举行，该校被授予中国书画等级考试直属考点。

仪式中，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书画等级考试直属陕西考点办公
室负责人为学校送去书法作品和书籍，希望孩子们写好中国字，学校
能继续加强艺术教师校本研修，不断为从事艺术教育的教师提供业
务培训、教学比赛、基本功大赛等机会，为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搭建
更加丰富的平台。

书画等级考试是教育部考试中心主办、面向全国书画学习者的技
能培训与测评系统。举办书画等级考试的目的在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普及书画艺术，通过科学、规范的培训与测评，推广先进的学习理
念，让学生逐步达到对书画艺术的初知、认知，提高学生的书画艺术技
能和审美水平。该考点的设立对推广先进书画理念，提高人民群众书
画艺术审美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商州区第三小学被授予

中国书画等级考试直属考点

6月18日，在市初级中学考点，一考生因腿部受伤，行走困难，考点
工作人员暖心护送其进考场。 （本报记者 王 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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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丹凤县武关镇毛坪村投资 70 多万元，在茶
园建起了 6 座草垛式田园民宿。毛坪村是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和国家森林乡村，今年以来，村上重点打造

“北纬 33°33′”生态旅游品牌，着力发展茶叶采摘加
工和猕猴桃采摘乡村体验游。图为游客察看民宿设
施配备情况。 （本报记者 赵有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