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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市还路，
退市还路
，
S136
136号道路一修就是
号道路一修就是3
3 年多

“我为群众办实事”

原七里河职工市场何时撤栏通行？
原七里河职工市场何时撤栏通行
？
10 月 20 日，
市民赵先生向掌上兰州·兰州晨报
热线 96555 反映，七里河区七里河桥西侧原七里
河职工市场（即 S136 号道路）于 2018 年 8 月拆除，
2019 年 3 月动工，欲退市还路，但 3 年多过去了，这
条路还没有开通，
影响附近居民正常出行。

当日，记者来到现场采访时
看到，这条马路西侧用围栏围着，
北至东南的路已具雏形，地面已
用砂石硬化，十分平整。马路两
侧的人行道尚未铺设，路灯也没
安装。该道路南边铁道下面的下
穿路面已经建成，剩下精细化的
铺油作业工程没有完成。
市民陆先生说，沿这条道路
有省博物馆家属院、铁路家属院
等居民小区，直通南环路。建成
通车后，将会给附近居民出行带
来很多便利。市民梁女士说，退
市修路时，沿路居民很高兴，觉得
要告别多年与马路市场为邻、每
天行走在拥挤市场中的生活状态
了。没想到，这路一修就是 3 年，

导致居民只能沿着西边狭长通道
缓慢出行，
很不方便。
市 民 魏 先 生 说 ，拆 除 市 场
时 ，有 关 部 门 通 知 称，该路将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完工。后因加
入地下管廊工程，工期改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完工，但时至今日还
在建设中。此路不开通，严重影
响了建西东路群众的日常出行，
且间接加重了建西东路和武威
路堵车现象。
记者调查后了解到，S136 号
道路及地下综合管廊工程项目北
起西津西路，下穿陇海铁路、宝兰
客运专线，道路工程内容包括道
路、铁路桥涵、支挡、雨水、污水、
交通设施、照明、绿化、管线迁改、

禁不住花言巧语
老人花 12.6 万元买到假冒“增值藏品”

培你办
遇 闹 心 事、烦
心事、无人管的事，
请呼
“培你办”
!
★培你办记者
张继培电话：
13893137323
晨报热线 96555

10 月 19 日，消费者张先生向掌上兰州·兰州晨报热线
96555 反映，10 月 17 日晚，他在城关区甘南路东口一超市购买
了一条裤子，回家试穿裤子后发现有些瘦，后来去超市退货时
被拒绝。
张先生说，他购买的裤子原价 129 元。当时超市里一店铺
正在搞促销，
他便以促销价 99 元购买了一条。由于他还要在超
市购买其他东西，
就离开该店铺了。等到他回家试裤子时，
发现
裤子瘦了些，
穿不了。次日到该店退裤子，
销售人员不给退。
就此问题，10 月 20 日记者来到该店采访时，工作人员称，
近日她们没有接到任何消费者前来退货的要求，对张先生退货
遭拒不知情。该店一位负责人称，该店承诺 7 天之内无任何理
由退货，只要售出的货不影响二次销售，店面就会无条件退货
退款。该负责人根据记者提供的张先生电话，与张先生沟通
后，
请张先生尽快前来退货。
掌上兰州·兰州晨报首席记者 张继培

喧个关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正是依赖于
汉字这个载体。可以说，中国书法史也是中国文
化的发展史……说好中国话，写好中国字，做堂堂
正正中国人。”这是兰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陈延
凯对青少年书法教育的认知。

从小喜欢书法 深受家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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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凯是兰州榆中人，从小好静的他非
常喜欢书法。
“ 我的‘尕爷’是兰州师范毕业
的，字写得非常好。他是当地名人，逢年过节
很多人到他家里去求对联，我很崇拜他，就会
去帮忙，慢慢地‘尕爷’就开始教我写字，就这
样我开始练习写字。此外，我父亲是一名教
师，字写得非常好，他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陈延凯小时候练字的条件非常艰苦，没
有笔墨纸砚，只能用毛笔蘸红泥在砖上写，就
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走上了学习书法的道
路，而且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都没有与之分
开。
“还记得 18 岁那年，我参加了榆中县青少
年书法比赛，获得了青年组一等奖，这对我的
激励很大。因此上师范我也选择主攻书法，
虽然在县上当了几年美术老师，但书法也没
有放下，直到来兰州市少年宫担任书法老师，
可以说我这一生都离不开书法了。”陈延凯告
诉记者。来到兰州工作后，陈延凯拜访了很
多老师，与他们交流学习，之后入选兰州市书
法家协会、甘肃省书法家协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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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润泽人生 书香启迪童心

翰墨书香润童心

▼

书法创作中的陈延凯。
陈延凯教孩子们学习书法。

书法家陈延凯：
书法家陈延凯
：

综合管廊及配套附属工程，路幅
宽 24 米，路线全长 820 米，地下综
合管廊全长 670 米。受拆迁及管
线迁改影响，该项目管廊工程于
2019 年 9 月开始实施，截至目前，
地下管廊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
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后续将进行
管廊及道路附属工程建设。
就此路何时通车问题，七里
河区有关部门答复称，
该路由兰州
市住建局负责建设。记者联系兰
州市住建局后，
工作人员称已经向
有关部门提出了记者的采访申
请。对此问题，
本报将继续关注。
（图为在建的 S136 号道路）
文/图 掌上兰州·兰州晨报
首席记者 张继培

消费者购买的裤子瘦了
记者协调后超市答应退货

提个醒：
提个醒
：
购买藏品莫贪小便宜吃大亏
10 月 20 日，市民姚先生向掌上兰州·兰州晨报热线 96555 反映，前年，他老伴在
西关什字购买了一幅被称为可以保值升值的卷轴画，后又禁不住游说购买了一套人
民币藏品，这些所谓的“珍品”被收藏家鉴定为赝品。他和老伴找到销售方退货，但对
方请来所谓
“律师”吓唬他们，
退货遭拒。
据姚老先生介绍，2018 年他老伴接到一文化公司电话，
对方邀请他去这家文化公
司听讲座，介绍哪些藏品有保值增值潜力的知识。因为老伴平时喜欢收藏，手中有些
藏品，
经不住诱惑的她便前往西关什字一大厦听课。其间，
对方工作人员大献殷勤，
送
各种小礼品，最终，姚先生老伴花 7.2 万元购买了一幅卷轴画。两年后，老两口发现该
卷轴根本不像这家文化公司老板说的那样会保值升值。于是老两口找到市场监管所
维权。在市场监管所的协助下，
这家公司只给老伴退了 1 万元，
剩余购物款不予退还。
姚先生说，
在购买这幅卷轴画时，
老伴还在对方诱惑下花 5.4 万元购买了 5 套第四套人
民币藏品。经行家鉴定，
人民币虽是真的，
但却是用旧品仿新的，
卷轴画也是赝品。
姚先生提醒市民，尤其是退休后手中有闲钱和退休金的老年人，购买藏品不要冲
动，最好与子女商量，一定要谨慎再谨慎，不要被花言巧语以及眼前的一点小礼品蒙
蔽了双眼。
掌上兰州·兰州晨报首席记者 张继培

实践活动·帮着办

陈延凯是个有恒心、有毅力的人。颜体，他一练
就是十年，这也使得他的颜体在兰州小有名气。
“思想
放不开，书法的路就走窄了。”这是陈延凯发现的自身
不足。于是，他开始寻求改变，在众多的书体中选择
了魏碑。之后他开始大量临摹，并用自己的魏碑作品
参加比赛。2013 年他举办了“浸墨人生”个人书法展
览，
并有众多作品在国内外书法展中入展、获奖。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对于书法教学，陈延
凯也有着极深的研究，他告诉记者：
“书法教育乃是弘
扬民族文化的一大课题。中小学书法教育非常重要，
可以通过书法教育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的培养。素
质教育是对传统教育的创造性发展，要求把德、智、
体、美等有机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使其相互
渗透，协调发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也
是使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我
认为中小学书法教育就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感悟书法魅力不仅是为提升民众的文化艺术修
养，
更是为提高广大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为了给兰州市的青少年搭建一个展示自己书法
艺术才能的机会和平台，自 2013 年开始，陈延凯就参
与组织兰州市青少年书法现场比赛，到今年已经是第
九届了。陈延凯说：
“ 青少年学习书法，从大的方面
讲，使孩子们在书写的过程中了解中国文学、历史、古
典诗词，体会汉字的美感，培养他们对汉字的热爱。
具体到个体来说，学书法不仅是掌握一种技能，而且
通过对握笔和写字姿势的严格要求，形成正确的书写
习惯，使孩子们锻炼得腰杆笔直、气宇轩昂，形成手眼
脑配合、心无旁骛的状态，这对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发
育都有益处。”
近年来，陈延凯多次赴基层学校和社区开展书法
进校园、书法公益讲座活动，也多次下农村为农民义
务书写书法作品和春联，在书法公益事业中发挥着一
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文/图 掌上兰州·兰州晨报记者 张艾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