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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心捧月”公益互动
刷爆朋友圈

“益”起过中秋公益活动，特
别推出了一款名叫“众心捧月”
的公益小互动，您可以点击公益
记者公众号下方菜单“公益
圈”——“众心捧月”，只需要拖
动玉兔图标，收集下落的“月
饼”，每收集1个“月饼”，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就替您捐出 1元
公益金。短短一日，上万人参与
互动，“众心捧月”的图片刷爆朋
友圈。

“快乐公益，创意无极限！”
市民吴女士第一次收集虚拟月
饼，为留守儿童赢得 20元爱心

公益基金，她觉得有点少，又玩
了一次，赢得 88元爱心公益基
金。“动手玩的同时做公益，不失
为一种创新！还能参与中秋知
识答题，答对了，可以获得5个虚
拟月饼。”周先生转发朋友圈后，
他的朋友也跟着玩起来了，大家
一起爱心助力。5万元公益金，
用于为陕西 200名留守儿童送
去中秋惊喜。

孩子们的中秋微心愿
您能认领吗

本次公益活动一方面，征集
留守儿童的中秋节心愿，报名时
请留下孩子姓名、电话、地址和
微心愿等。另一方面，征集志愿

者和爱心单位，认领微心愿，和
我们一起帮孩子圆梦。

商洛市镇安县的马老师，为
今年 8岁的佳佳报名。佳佳很
小的时候，父母离异，父亲服
刑。这些年，全靠爷爷养活一家
人，不幸的是，爷爷去年因病去
世，现在佳佳和多病的奶奶相依
为命。“小佳佳非常懂事，之前，
爷爷奶奶要忙地里的农活，她待
在家里认真完成好作业，课余和
节假日还帮家里扫地、刷碗。”马
老师说，佳佳学习刻苦，每门功
课都达到优秀，别的同学有困
难，她都能抢着去帮，老师也特
别喜欢她。孩子的中秋节心愿
是：渴望有一套冬天的新衣服，
或者一双棉鞋。

以下这些心愿，等待爱心人
士和单位认领。商洛市洛南县
三要镇的月月，渴望一本汉语成
语词典；商洛市洛南县景村镇的
小毅，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拉
杆箱书包；宝鸡市陈仓区拓石镇

第一九年制学校王秀丽老师，为
30位特殊留守儿童报名，每人渴
望一双运动鞋；华阴市孟塬镇的
小怡，想要一套课外书；商洛市
丹凤县寺坪镇甘沟村的苏霞老
师给孩子报名，5个女孩渴望公
主服，1个女孩想要芭比娃娃，2
个女孩想要布娃娃，1个男孩渴
望遥控坦克，9个孩子渴望遥控
飞机，1个女孩想要存钱罐。

征集时间：9 月 13 日-9 月
17日。

报名方式：在公益记者公众
号下方菜单“公益圈”——“益起
过中秋”页面上报名。

咨询电话：三秦都市报新闻
热线029-965369。

首席记者姬娜

三秦都市报、三秦网、公益记者公众号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13日发起“益”起过中秋——2018留守儿童关爱活动，“众心捧
月”公益互动刷爆朋友圈，一日筹得公益金5万元。本次活动一方
面征集孩子的微心愿，另一方面征集市民和爱心单位认领微心
愿。这些留守儿童的心愿您愿意认领吗？

“众心捧月”公益互动刷爆朋友圈
留守儿童的这些心愿您愿意认领吗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昨日，
记者从西安市房管局获悉，6家房
产经纪机构违规被处罚，其中，3
家分别被处 3万元罚款，其余 3
家分别被罚1万元。

据悉，在6家违规经纪机构
里，西安市浐灞生态区馨锦房地

产信息咨询服务部、西安万马房
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均因为
禁止交易的房屋提供经纪服务，
被处罚款3万元；西安最家房地
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因就同一
房屋签订不同交易价格款合同，
被处罚款3万元。此外，西安博

客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第一
分公司、西安艺鑫不动产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西安金诚房地产营
销策划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均
因经纪人未在居间合同上签名，
分别被处罚款1万元。

西安市房管局提醒市民，选

择二手房经纪机构前，应先查看
该机构的营业执照和房地产经
纪机构备案证明，切勿选择不合
规的“黑中介”。市民可通过西
安市房管局官方网站和微信公
众号“西安房管”查询正规房产
经纪机构。

6家房产经纪机构违规被处罚

本报讯（首席记者姬娜）省气象台
昨日发布连阴雨消息，14日-19日，我
省将有一次阴雨相间天气。这也是今
年我省可能出现的中等偏强秋淋天气。

西安市气象台也于 13日 17时发
布连阴雨消息：14日至19日，西安市将
有一次阴雨相间天气。主要降水时段：
14日至15日小到中雨，17日晚至19日
小到中雨。

14日: 全省阴天，大部分地方有小
雨，陕南部分地方有中雨；15日:全省阴
天，陕北大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关中、
陕南有小雨，陕南南部局地有大雨；16
日：全省阴天，陕北大部、关中北部小雨，
关中南部、陕南小到中雨，安康南部局地
大雨。西安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15～
25℃；今晚到15日：阴天有小到中雨，
15～22℃；16日：阵雨转阴天，14～24℃。

本报讯（记者李永利）昨日，西安
市碑林区司法局、太乙路街道办事处联
合陕西明萌律师事务所10多名律师，
走进太乙路中铁一局社区，通过模拟法
庭“审理”一起家庭财产分割案的形式，
向社区居民普及法律知识。

9点30分，随着法槌声响起，一起
继承纠纷案“正式开庭”。模拟审判席
上，身穿法袍的法官以及陪审员、书记
员端身而坐，原被告及50多名旁听者
分席而坐，庭审现场庄严肃穆。模拟法
庭依照法定程序宣布开庭、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被告人陈述、合议庭评议后，
审判员当庭作出“判决”，完整呈现了整
个庭审过程。

70岁的居民高先生说，这次“开
庭”以案释法，为社区居民们完整呈现
了遗产继承有哪几种合法承载形式，法
定继承又会如何分配。通过通俗易懂
的模拟庭审、互动交流，使大家一下子
明白了遇到此类问题如何动用法律手
段维护自己合法权利，如何依据法律让
子女继承自己的遗产。只有懂法、守
法、用法，才会避免许多家庭矛盾纠纷。

模拟法庭进社区
以案普法入人心

14日-19日陕西有连阴雨

西安最近三天
最高温难超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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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官微
转发本报报道的好继父

连日来，三秦都市报和公
益记者公众号报道的陕西90后
好继父的消息，引起社会强烈
关注。

新华社官方微信9月12日
23:02头条消息《一声爸，一辈
子！残疾农民工借债90万救继
子》，转发了本报的报道，图片配
有三秦都市报报道截图，阅读量
10万加，点赞量6755。网友“LZ
仁”在文章底部留言：“父爱如
山，感天动地！致敬！”点赞量为
2032。陕西电视台、重庆卫视等
媒体，看到本报报道后，也联系
当事人进行采访。

渭南市华州区文明办积极
推荐他申报陕西好人，华州区各
类新闻媒体积极宣传推广好继
父的正能量事迹。

装修工同行
赶来看望张明龙父子

13日上午，富平帮帮乐公益
协会负责人李军锋等人从富平
赶到西安，在省人民医院把七旬
书画老师乞绍奚写的《父爱如
山》书法作品和团队志愿者的

2860元善款，交给张明龙。
“……父爱如山，你让孩子

看到了光辉的明天，父爱如山，
你给了家人避风的港湾，你张开
有力的臂膀，让明天的阳光把孩
子心照亮，巨龙般的身影，也为
世人树立了榜样，责任和担当，
让你义无反顾地继续坚强，我们
以你为荣，你是人间真龙！”陕西
省慈善协会初木公益尊老爱幼
助残服务队负责人温西顺、徐玉
华，把团队志愿者捐的 3690元
善款交到张明龙手中，温西顺专
门写诗《致张明龙》。

90后胡晓晨是装修工，从
渭南赶来，“装修工作很辛苦，
赶工期的时候特别忙，前段时
间连续半个月，我晚上 12点前
就没睡过觉。”他的父亲已去
世，感受于张明龙伟大的父爱，
就想来看看这对父子。志愿者
董晓亮也是一名装修工，“都是
同行，我是 80后，被 90后的大
爱所感动。”汝小婷在酒店前台
工作，利用休假时间来医院探
望张明龙父子。

2000多人全国接力
帮助正能量继父

爱心接力赛不分职业、不

分年龄、不分地域，在全国各地
上演。

33岁的邢开是一位脑瘫患
者，多年来骑着三轮车做志愿
服务。他说，众人拾柴火焰
高。李行是一位高位截瘫的重
度残疾人，昔日得到帮助，之后
一直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本次
捐款50元。

远在厦门的巩坤转发了公
益记者公众号的报道，短短一小
时，受助学生寇曼曼捐款，厦门
小学生巩泽安、陈方楉拿出压岁
钱，浙江刘翠灵、河源陈丽君、潘
雪花接力，坤哥助学服务队共捐
款1550元。

陕西省慈善协会慈善先锋

志愿者服务队队长阎苏越，捐出
自己的 1000元公益大使奖金，
团队又拿出1000元善款。

截至13日20时许，轻松筹
页面上 2045人为武靖尧捐款
32457元。轻松筹西安城市经
理薛飞说：“见面后，我被一个
继父的付出所震撼。他很疑惑
地问我，‘我们的经历很感人
么？’似乎在他眼里，他这样做
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我们应
该努力去帮他守护一个生命，
守护一份爱！”

诺言筹志愿者李天乐等
人，也在积极帮助一诺千金的
张明龙。

首席记者姬娜

本报刊发的90后装修工继父系列报道引发强烈关注，新华社
官微转发本报报道，多家媒体联系采访，华州区文明办积极推荐他
申报陕西好人，全国各地2000多人爱心接力……

志愿者将善款交到张明龙手中 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花光积蓄抵押房子继父借债90万救子 后续

新华社官微转发本报报道

2000多人爱心接力帮好继父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为保证沿线
百姓出行，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
司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铁路部门将
于 9月20日零时起对宝成线列车运行
图进行调整，开行8趟旅客列车。

调整后，宝成线（宝鸡至广元间）将
开行北京西-成都T7次、成都-北京西
T8次；扬州-成都K245/8/5次、成都-扬
州 K246/7/6次；成都-佳木斯 K546/7
次、佳木斯-成都K548/5次；宝鸡至广
元 6063次、广元至宝鸡 6064次列车。
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列车均在白
天经由灾害区段，并在部分区段降速
运行。

9月20日起宝成线
开行8趟旅客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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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心捧月”公益互动
刷爆朋友圈

“益”起过中秋公益活动，特
别推出了一款名叫“众心捧月”
的公益小互动，您可以点击公益
记者公众号下方菜单“公益
圈”——“众心捧月”，只需要拖
动玉兔图标，收集下落的“月
饼”，每收集1个“月饼”，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就替您捐出 1元
公益金。短短一日，上万人参与
互动，“众心捧月”的图片刷爆朋
友圈。

“快乐公益，创意无极限！”
市民吴女士第一次收集虚拟月
饼，为留守儿童赢得 20元爱心

公益基金，她觉得有点少，又玩
了一次，赢得 88元爱心公益基
金。“动手玩的同时做公益，不失
为一种创新！还能参与中秋知
识答题，答对了，可以获得5个虚
拟月饼。”周先生转发朋友圈后，
他的朋友也跟着玩起来了，大家
一起爱心助力。5万元公益金，
用于为陕西 200名留守儿童送
去中秋惊喜。

孩子们的中秋微心愿
您能认领吗

本次公益活动一方面，征集
留守儿童的中秋节心愿，报名时
请留下孩子姓名、电话、地址和
微心愿等。另一方面，征集志愿

者和爱心单位，认领微心愿，和
我们一起帮孩子圆梦。

商洛市镇安县的马老师，为
今年 8岁的佳佳报名。佳佳很
小的时候，父母离异，父亲服
刑。这些年，全靠爷爷养活一家
人，不幸的是，爷爷去年因病去
世，现在佳佳和多病的奶奶相依
为命。“小佳佳非常懂事，之前，
爷爷奶奶要忙地里的农活，她待
在家里认真完成好作业，课余和
节假日还帮家里扫地、刷碗。”马
老师说，佳佳学习刻苦，每门功
课都达到优秀，别的同学有困
难，她都能抢着去帮，老师也特
别喜欢她。孩子的中秋节心愿
是：渴望有一套冬天的新衣服，
或者一双棉鞋。

以下这些心愿，等待爱心人
士和单位认领。商洛市洛南县
三要镇的月月，渴望一本汉语成
语词典；商洛市洛南县景村镇的
小毅，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拉
杆箱书包；宝鸡市陈仓区拓石镇

第一九年制学校王秀丽老师，为
30位特殊留守儿童报名，每人渴
望一双运动鞋；华阴市孟塬镇的
小怡，想要一套课外书；商洛市
丹凤县寺坪镇甘沟村的苏霞老
师给孩子报名，5个女孩渴望公
主服，1个女孩想要芭比娃娃，2
个女孩想要布娃娃，1个男孩渴
望遥控坦克，9个孩子渴望遥控
飞机，1个女孩想要存钱罐。

征集时间：9 月 13 日-9 月
17日。

报名方式：在公益记者公众
号下方菜单“公益圈”——“益起
过中秋”页面上报名。

咨询电话：三秦都市报新闻
热线029-965369。

首席记者姬娜

三秦都市报、三秦网、公益记者公众号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13日发起“益”起过中秋——2018留守儿童关爱活动，“众心捧
月”公益互动刷爆朋友圈，一日筹得公益金5万元。本次活动一方
面征集孩子的微心愿，另一方面征集市民和爱心单位认领微心
愿。这些留守儿童的心愿您愿意认领吗？

“众心捧月”公益互动刷爆朋友圈
留守儿童的这些心愿您愿意认领吗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昨日，
记者从西安市房管局获悉，6家房
产经纪机构违规被处罚，其中，3
家分别被处 3万元罚款，其余 3
家分别被罚1万元。

据悉，在6家违规经纪机构
里，西安市浐灞生态区馨锦房地

产信息咨询服务部、西安万马房
地产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均因为
禁止交易的房屋提供经纪服务，
被处罚款3万元；西安最家房地
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因就同一
房屋签订不同交易价格款合同，
被处罚款3万元。此外，西安博

客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第一
分公司、西安艺鑫不动产营销策
划有限公司、西安金诚房地产营
销策划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均
因经纪人未在居间合同上签名，
分别被处罚款1万元。

西安市房管局提醒市民，选

择二手房经纪机构前，应先查看
该机构的营业执照和房地产经
纪机构备案证明，切勿选择不合
规的“黑中介”。市民可通过西
安市房管局官方网站和微信公
众号“西安房管”查询正规房产
经纪机构。

6家房产经纪机构违规被处罚

本报讯（首席记者姬娜）省气象台
昨日发布连阴雨消息，14日-19日，我
省将有一次阴雨相间天气。这也是今
年我省可能出现的中等偏强秋淋天气。

西安市气象台也于 13日 17时发
布连阴雨消息：14日至19日，西安市将
有一次阴雨相间天气。主要降水时段：
14日至15日小到中雨，17日晚至19日
小到中雨。

14日: 全省阴天，大部分地方有小
雨，陕南部分地方有中雨；15日:全省阴
天，陕北大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阵雨，关中、
陕南有小雨，陕南南部局地有大雨；16
日：全省阴天，陕北大部、关中北部小雨，
关中南部、陕南小到中雨，安康南部局地
大雨。西安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15～
25℃；今晚到15日：阴天有小到中雨，
15～22℃；16日：阵雨转阴天，14～24℃。

本报讯（记者李永利）昨日，西安
市碑林区司法局、太乙路街道办事处联
合陕西明萌律师事务所10多名律师，
走进太乙路中铁一局社区，通过模拟法
庭“审理”一起家庭财产分割案的形式，
向社区居民普及法律知识。

9点30分，随着法槌声响起，一起
继承纠纷案“正式开庭”。模拟审判席
上，身穿法袍的法官以及陪审员、书记
员端身而坐，原被告及50多名旁听者
分席而坐，庭审现场庄严肃穆。模拟法
庭依照法定程序宣布开庭、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被告人陈述、合议庭评议后，
审判员当庭作出“判决”，完整呈现了整
个庭审过程。

70岁的居民高先生说，这次“开
庭”以案释法，为社区居民们完整呈现
了遗产继承有哪几种合法承载形式，法
定继承又会如何分配。通过通俗易懂
的模拟庭审、互动交流，使大家一下子
明白了遇到此类问题如何动用法律手
段维护自己合法权利，如何依据法律让
子女继承自己的遗产。只有懂法、守
法、用法，才会避免许多家庭矛盾纠纷。

模拟法庭进社区
以案普法入人心

14日-19日陕西有连阴雨

西安最近三天
最高温难超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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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官微
转发本报报道的好继父

连日来，三秦都市报和公
益记者公众号报道的陕西90后
好继父的消息，引起社会强烈
关注。

新华社官方微信9月12日
23:02头条消息《一声爸，一辈
子！残疾农民工借债90万救继
子》，转发了本报的报道，图片配
有三秦都市报报道截图，阅读量
10万加，点赞量6755。网友“LZ
仁”在文章底部留言：“父爱如
山，感天动地！致敬！”点赞量为
2032。陕西电视台、重庆卫视等
媒体，看到本报报道后，也联系
当事人进行采访。

渭南市华州区文明办积极
推荐他申报陕西好人，华州区各
类新闻媒体积极宣传推广好继
父的正能量事迹。

装修工同行
赶来看望张明龙父子

13日上午，富平帮帮乐公益
协会负责人李军锋等人从富平
赶到西安，在省人民医院把七旬
书画老师乞绍奚写的《父爱如
山》书法作品和团队志愿者的

2860元善款，交给张明龙。
“……父爱如山，你让孩子

看到了光辉的明天，父爱如山，
你给了家人避风的港湾，你张开
有力的臂膀，让明天的阳光把孩
子心照亮，巨龙般的身影，也为
世人树立了榜样，责任和担当，
让你义无反顾地继续坚强，我们
以你为荣，你是人间真龙！”陕西
省慈善协会初木公益尊老爱幼
助残服务队负责人温西顺、徐玉
华，把团队志愿者捐的 3690元
善款交到张明龙手中，温西顺专
门写诗《致张明龙》。

90后胡晓晨是装修工，从
渭南赶来，“装修工作很辛苦，
赶工期的时候特别忙，前段时
间连续半个月，我晚上 12点前
就没睡过觉。”他的父亲已去
世，感受于张明龙伟大的父爱，
就想来看看这对父子。志愿者
董晓亮也是一名装修工，“都是
同行，我是 80后，被 90后的大
爱所感动。”汝小婷在酒店前台
工作，利用休假时间来医院探
望张明龙父子。

2000多人全国接力
帮助正能量继父

爱心接力赛不分职业、不

分年龄、不分地域，在全国各地
上演。

33岁的邢开是一位脑瘫患
者，多年来骑着三轮车做志愿
服务。他说，众人拾柴火焰
高。李行是一位高位截瘫的重
度残疾人，昔日得到帮助，之后
一直积极参与公益活动，本次
捐款50元。

远在厦门的巩坤转发了公
益记者公众号的报道，短短一小
时，受助学生寇曼曼捐款，厦门
小学生巩泽安、陈方楉拿出压岁
钱，浙江刘翠灵、河源陈丽君、潘
雪花接力，坤哥助学服务队共捐
款1550元。

陕西省慈善协会慈善先锋

志愿者服务队队长阎苏越，捐出
自己的 1000元公益大使奖金，
团队又拿出1000元善款。

截至13日20时许，轻松筹
页面上 2045人为武靖尧捐款
32457元。轻松筹西安城市经
理薛飞说：“见面后，我被一个
继父的付出所震撼。他很疑惑
地问我，‘我们的经历很感人
么？’似乎在他眼里，他这样做
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我们应
该努力去帮他守护一个生命，
守护一份爱！”

诺言筹志愿者李天乐等
人，也在积极帮助一诺千金的
张明龙。

首席记者姬娜

本报刊发的90后装修工继父系列报道引发强烈关注，新华社
官微转发本报报道，多家媒体联系采访，华州区文明办积极推荐他
申报陕西好人，全国各地2000多人爱心接力……

志愿者将善款交到张明龙手中 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花光积蓄抵押房子继父借债90万救子 后续

新华社官微转发本报报道

2000多人爱心接力帮好继父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为保证沿线
百姓出行，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
司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铁路部门将
于 9月20日零时起对宝成线列车运行
图进行调整，开行8趟旅客列车。

调整后，宝成线（宝鸡至广元间）将
开行北京西-成都T7次、成都-北京西
T8次；扬州-成都K245/8/5次、成都-扬
州 K246/7/6次；成都-佳木斯 K546/7
次、佳木斯-成都K548/5次；宝鸡至广
元 6063次、广元至宝鸡 6064次列车。
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列车均在白
天经由灾害区段，并在部分区段降速
运行。

9月20日起宝成线
开行8趟旅客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