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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窑洞到小洋楼
实现“三级跳”

四十年的住房变化，让家住
西安市灞桥区的杨新年感叹：

“住房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年
74岁的杨新年说起以前的住房，
指着自家后院的围墙说，70年
代，那里有两孔窑洞，就是一家
五口人的家。为了贴补家用，还
把一口窑洞租给附近厂里上班
的一家人住。

窑洞不大，一扇门、一扇窗，
靠着窗户的外墙搭了个简易厨
房，无门、无窗。进到窑洞，左边
就是土炕，右边一张方桌、两把
椅子就是“客厅”兼“餐厅”。垒
个土墙当隔断，开个门挂上门
帘，就是两个女儿的房间，后面
放杂物。

一到冬天，做饭就得挪到窑
洞里。为取暖，炕头连着灶台，
烟道从土炕下穿过去，这样只要
做饭，就能保持炕上的温度。“一
到冬天烧柴火，不通风，整个窑
里熏得人待不住。”最怕的是，小
孩子不小心爬过炕头，底下就是

热锅，太危险了。“村里有不少
娃，都是这样被烫伤的。”

土窑最怕透水。记得1982
年，下了两三个月的连阴雨，窑
洞透水坍塌，一家人不得已搬出
窑洞。“当时村里的窑洞几乎都
塌了，把人吓得不轻。”为了安
全，杨新年决定借钱盖房，“当时
2000多元，就盖起了 3间红砖
房。”油漆了大门、玻璃窗户，新
添了写字台等家具。“还另盖了
厨房，搭起了厕所。”冬天取暖用
上了煤炉子。

随着儿女上班，杨新年的家
又有了新变化。1998年，红砖房
变成了三间平房，外墙贴上白瓷
装，屋里铺上了瓷砖地，买了“五
组柜”，门窗也换成了当年时兴
的款式。厨房有了煤气灶，还有
了太阳能洗澡房。后来，空调、
彩电、洗衣机等新家电都进了
门。取暖的煤炉子也换成了“暖
气炉”。儿女成家添丁增口后，
春节回家住房紧张。2011年，杨
新年在后院又盖起了二层小洋
楼。从设计到装修，都是儿女在
忙活。“娃们说要住得有品位。”

现在，小洋楼里新家电一应俱
全。随着天然气入户，房子是越
来越舒适。

从职工宿舍
搬到了大三居

每到周末，南郊的刘慧慧都
会早起，仔细打扫148平方米的
家，一天下来，腰困得直不起来，
但她说这是快乐大过累。想起
最初的家，真是心酸。刘慧慧
1968年出生在西安，一家三代6
口人住在父亲单位分的20多平
方米的筒子楼里，中间用布帘子
隔成姐弟三人的小空间，奶奶在
客厅搭个1.2米的木床。

1993年，刘慧慧结婚了，由
于夫妻两人是同一单位，十几平
方米的职工宿舍就成了婚房。
公用厨房、卫生间，谁家炒个辣
椒，呛得满楼道都是，最让人难
受的是上卫生间，早上就得排
队。“洗澡就得到公共澡堂，难受
的是夏天冲凉，还得有人把门看
着，更不能占用太久。”随着儿子
的出生，婆婆来帮忙看孩子，只
能用木板做了隔断，地方小不方
便，公公更是很少来。

进入 2000年，刘慧慧一家
终于分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
安居房。两室一厅一卫，虽然客
厅很小，但有了独立的厨房、卫
生间，已经让一家人非常满意。

“再也不用排队上厕所，洗澡发
愁了。”拿到钥匙后，一家人就开
始规划装修、买家具。

美好的日子一天一个样，房
子也越来越大。为了儿子上学，
2005年，刘慧慧在学校附近买了
一套110平方米的大两居室，南
北通透。客厅、餐厅就有 30多
平方米，“终于可以放个我喜欢
的大沙发了，每次去家具店，看
到沙发就心里痒痒，可当时客厅
小，放不下。”刘慧慧说，地方大
了后，新添了好多东西。以前地
方小，怕亲戚来，现在沙发就能
住，不行还可以加个临时床。

2012年，刘慧慧又新买了
一套148平房米的大三居，三室
两厅两卫。“我最喜欢浴缸，这下
也满足了。”刘慧慧开心地说，老
公也有了期盼已久的书房。大
阳台上也被装修成“小花园”，还
做了一个小的健身房，跑步机、
瑜伽室都有了。

据陕西省统计局2015年1%
人口抽样调查显示，陕西省家庭
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7.53平方
米，相比 2010年陕西省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的30.2平方米增
加了7.33平方米。40年沧桑巨
变，西安住房从“蜗居”点点已成
广厦万千。 本报记者郑伊琛

房子之于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意义，房子是家，是避风港。从
土窑洞到二层小洋楼，从单位宿舍到大三居，西安东郊的杨新年、
南郊的刘慧慧两家人的住房变化，正是改革开放40年来，老百姓
居者“忧其屋”到“优其屋”的变迁展示。

土窑洞里的一家人住上小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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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9岁男孩晚
上从托管班回家，途经西安地铁通化门
车站时迷失方向，地铁站工作人员巧用
手机地图帮其找到家人。

日前，地铁通化门车站工作人员
巡视车站时，在 2号安检机附近发现
一名神色紧张，不停在哭闹的小男
孩，将孩子带回车站控制室耐心询问
得知，孩子 9岁，当天下午放学后，在
车站附近一家托管班做完作业后，通
过地铁站过街准备回家，进入车站后
孩子找不到家的方向。由于孩子始
终无法说清楚自家所在位置。无奈
之下，地铁工作人员通过播放手机
中导航地图中的实景，尽力鼓励孩
子回忆家附近的标志性建筑，是否
与导航地图实景有相似的地方。不
久，孩子似乎想起了什么，说通过手
机的图片大致想起了家的位置。按
照孩子所说，两位地铁工作人员带着
孩子出站后沿长乐西路向西寻找，终
于在西京医院附近巧遇到骑车前来
寻找孩子的父亲。

地铁站务员巧用手机
帮迷路娃娃找家

本报讯（首席记者 姬娜 实习生
杨若林 郭珂）近日，商洛镇安130多位
近视孩子，有了爱心眼镜。

事情要从9月下旬说起，三秦都市
报等联合举办了“益起过中秋”满足孩
子微心愿的大型公益活动，西安初木公
益尊老爱幼助残服务队等志愿者前往
镇安县分会场，和孩子们一起过节，帮
孩子们圆心愿。当时，也有医生志愿者
一同去了镇安参加活动，他们发现很多
孩子们有眼科疾病。返回后，医生志愿
者向医院负责人讲述了此事，大家决定
在镇安县开展“明眸计划守护光明”活
动。国庆节前后，医院派人连续多日在
几个学校对 1700余名学生进行了筛
查，为需要陪戴眼镜的130余名贫困学
生落实了资金，安排专业技师精心为孩
子们制作了眼镜，十月底眼镜制作完
毕。日前，他们一日往返奔波 430公
里，为米粮镇熨斗九年一贯制学校、茅
坪回族镇中心小学、高峰镇张家小学等
三所学校，送去了130多副精心配置的
近视、散光眼镜。

志愿者为山区孩子
送上130多副眼镜出租车计价器私接“小马达”

的哥从业资格证被吊销

计价器私接“小马达”
“吸”乘客钱

11月2日上午，西安市出租
汽车管理处的执法人员在朱宏
路执法检查时发现，一辆正在营
运中的陕AU**33出租车顶灯不
能正常显示。随后，执法人员要
求此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检
查时，司机的右手在计价器背后
做一些动作，左手在座位底下做
一些动作，如此异常举动引起了

执法队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检
查，执法人员发现该辆出租车计
价器里安装了“小马达”。

原来，驾驶室座位下有控制
“小马达”的遥控器，这种“小马
达”由司机通过遥控器进行操
作，按一下遥控器，计价器转速
就会加快，计价器显示金额随即
增大。

这位的哥也是这辆车的车
主，他自称营运出租车20多年，
并承认车上的“小马达”是他安

装的，但是不愿意透露安装地
点。一再表示自己很后悔。

严重违规
的哥从业资格证被吊销

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副
处长董华表示，该管理处从 10
月 15日开始，正在全行业开展
为期三个月的治理行业“顽疾”
清除“害群之马”专项整治行动，
重点整治出租汽车拒载、不使用
计价器、计价器私接“小马达”、
私接GPS开关等重大服务违规
行为。

11月 2日查处的这起计价
器私接“小马达”案例，正是行
业要重点整治的违规对象。对
于此类重大服务违规，西安市

出租汽车管理处将按照《西安
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 54条
相关规定依法严惩，吊销违规
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把出租汽
车行业“害群之马”彻底清除。
根据该条例规定，出租汽车驾
驶员因违法被吊销从业资格证
的，5年内不得从事出租汽车客
运服务。

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提
醒广大乘客，乘坐出租汽车时，
要向驾驶员索要乘车发票，记清
楚违规车牌号、乘车时间、上下
车地点等要素，如遇到服务违
规，可选择通过12345市民热线
或“西安大交通发布”微信公众
号进行投诉。

通讯员唐亮首席记者姬娜

西安一出租车暗藏“小马达”，这个“小马达”一直和计价器关
联，只要按动遥控器，计价器的里程数就不断增长。11月3日,记者
从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获悉，这位的哥被吊销从业资格证，5年
内不得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 张彦刚）11
月3日，西安市第三医院全面开诊暨西
北大学附属医院揭牌仪式举行。

西北大学附属医院·西安市第三
医院作为西安市委、市政府全额出资
按照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兴建的市级最
大规模公立医院，致力于不断加强医
疗技术、医疗质量和医护服务，希望能
为城北乃至西安的患者提供优良的就
医环境。据悉，医院自2016年12月15
日试运营以来，形成了心脏病院、脑科
医院、消化病院、妇儿医院、创伤救治
和口腔治疗等临床优势领域以及微创
腔镜诊疗技术、心脑外周血管介入诊
疗技术、急危重症救治及康复医学等
特色的医疗技术平台。同时，该医院
在医、教、研以及行政管理、后勤服务
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均呈现出强劲的发
展态势。从开业初期的门诊日均几十
人次，到目前日门诊突破 2000人次。
试运营至今，该医院已累计开展手术
3.8 万余例，其中三四级手术占比
74.59%，已经可以开展三级甲等医院
能开展的所有技术。

西安市第三医院
正式全面开诊

六十载风雨不忘初心一甲
子筑梦以爱育人。近日，西安铁
五小学举办建校六十周年校庆
活动，各界嘉宾、教育同行、退休
教师、校友、学生家长等千余人
齐聚西安铁五小学，一同见证盛
大的庆典活动。

活动现场铁五小师生们用
精心准备的节目，分锻铸、梦想、
开拓三个篇章展示了一代代铁
五小师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
执着追求和教育精神。校长赵
建中在致辞中表示：六十年来，

铁五小教师们用精湛的教学艺
术，崇高的生命情怀，赤诚的爱
生之心，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赢
来了今天铁五小桃李芬芳。未
来铁五小将继续努力，协力进
取，共同谱写更加灿烂辉煌的新
篇章！现场，还同期举办了该校
师生的美术、书法、绘画等作品
展，向来宾们展示了铁五小师生
超强的动手能力和良好的艺术
修养。最后，校庆活动在校歌
《向梦想出发》中落下帷幕。
文/图本报记者李成河王晓峰

西安铁五小学举办建校60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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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放不下。”刘慧慧说，地方大
了后，新添了好多东西。以前地
方小，怕亲戚来，现在沙发就能
住，不行还可以加个临时床。

2012年，刘慧慧又新买了
一套148平房米的大三居，三室
两厅两卫。“我最喜欢浴缸，这下
也满足了。”刘慧慧开心地说，老
公也有了期盼已久的书房。大
阳台上也被装修成“小花园”，还
做了一个小的健身房，跑步机、
瑜伽室都有了。

据陕西省统计局2015年1%
人口抽样调查显示，陕西省家庭
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7.53平方
米，相比 2010年陕西省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的30.2平方米增
加了7.33平方米。40年沧桑巨
变，西安住房从“蜗居”点点已成
广厦万千。 本报记者郑伊琛

房子之于中国人，有着特殊的意义，房子是家，是避风港。从
土窑洞到二层小洋楼，从单位宿舍到大三居，西安东郊的杨新年、
南郊的刘慧慧两家人的住房变化，正是改革开放40年来，老百姓
居者“忧其屋”到“优其屋”的变迁展示。

土窑洞里的一家人住上小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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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彦刚）9岁男孩晚
上从托管班回家，途经西安地铁通化门
车站时迷失方向，地铁站工作人员巧用
手机地图帮其找到家人。

日前，地铁通化门车站工作人员
巡视车站时，在 2号安检机附近发现
一名神色紧张，不停在哭闹的小男
孩，将孩子带回车站控制室耐心询问
得知，孩子 9岁，当天下午放学后，在
车站附近一家托管班做完作业后，通
过地铁站过街准备回家，进入车站后
孩子找不到家的方向。由于孩子始
终无法说清楚自家所在位置。无奈
之下，地铁工作人员通过播放手机
中导航地图中的实景，尽力鼓励孩
子回忆家附近的标志性建筑，是否
与导航地图实景有相似的地方。不
久，孩子似乎想起了什么，说通过手
机的图片大致想起了家的位置。按
照孩子所说，两位地铁工作人员带着
孩子出站后沿长乐西路向西寻找，终
于在西京医院附近巧遇到骑车前来
寻找孩子的父亲。

地铁站务员巧用手机
帮迷路娃娃找家

本报讯（首席记者 姬娜 实习生
杨若林 郭珂）近日，商洛镇安130多位
近视孩子，有了爱心眼镜。

事情要从9月下旬说起，三秦都市
报等联合举办了“益起过中秋”满足孩
子微心愿的大型公益活动，西安初木公
益尊老爱幼助残服务队等志愿者前往
镇安县分会场，和孩子们一起过节，帮
孩子们圆心愿。当时，也有医生志愿者
一同去了镇安参加活动，他们发现很多
孩子们有眼科疾病。返回后，医生志愿
者向医院负责人讲述了此事，大家决定
在镇安县开展“明眸计划守护光明”活
动。国庆节前后，医院派人连续多日在
几个学校对 1700余名学生进行了筛
查，为需要陪戴眼镜的130余名贫困学
生落实了资金，安排专业技师精心为孩
子们制作了眼镜，十月底眼镜制作完
毕。日前，他们一日往返奔波 430公
里，为米粮镇熨斗九年一贯制学校、茅
坪回族镇中心小学、高峰镇张家小学等
三所学校，送去了130多副精心配置的
近视、散光眼镜。

志愿者为山区孩子
送上130多副眼镜出租车计价器私接“小马达”

的哥从业资格证被吊销

计价器私接“小马达”
“吸”乘客钱

11月2日上午，西安市出租
汽车管理处的执法人员在朱宏
路执法检查时发现，一辆正在营
运中的陕AU**33出租车顶灯不
能正常显示。随后，执法人员要
求此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检
查时，司机的右手在计价器背后
做一些动作，左手在座位底下做
一些动作，如此异常举动引起了

执法队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检
查，执法人员发现该辆出租车计
价器里安装了“小马达”。

原来，驾驶室座位下有控制
“小马达”的遥控器，这种“小马
达”由司机通过遥控器进行操
作，按一下遥控器，计价器转速
就会加快，计价器显示金额随即
增大。

这位的哥也是这辆车的车
主，他自称营运出租车20多年，
并承认车上的“小马达”是他安

装的，但是不愿意透露安装地
点。一再表示自己很后悔。

严重违规
的哥从业资格证被吊销

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副
处长董华表示，该管理处从 10
月 15日开始，正在全行业开展
为期三个月的治理行业“顽疾”
清除“害群之马”专项整治行动，
重点整治出租汽车拒载、不使用
计价器、计价器私接“小马达”、
私接GPS开关等重大服务违规
行为。

11月 2日查处的这起计价
器私接“小马达”案例，正是行
业要重点整治的违规对象。对
于此类重大服务违规，西安市

出租汽车管理处将按照《西安
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 54条
相关规定依法严惩，吊销违规
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把出租汽
车行业“害群之马”彻底清除。
根据该条例规定，出租汽车驾
驶员因违法被吊销从业资格证
的，5年内不得从事出租汽车客
运服务。

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提
醒广大乘客，乘坐出租汽车时，
要向驾驶员索要乘车发票，记清
楚违规车牌号、乘车时间、上下
车地点等要素，如遇到服务违
规，可选择通过12345市民热线
或“西安大交通发布”微信公众
号进行投诉。

通讯员唐亮首席记者姬娜

西安一出租车暗藏“小马达”，这个“小马达”一直和计价器关
联，只要按动遥控器，计价器的里程数就不断增长。11月3日,记者
从西安市出租汽车管理处获悉，这位的哥被吊销从业资格证，5年
内不得从事出租汽车客运服务。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 张彦刚）11
月3日，西安市第三医院全面开诊暨西
北大学附属医院揭牌仪式举行。

西北大学附属医院·西安市第三
医院作为西安市委、市政府全额出资
按照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兴建的市级最
大规模公立医院，致力于不断加强医
疗技术、医疗质量和医护服务，希望能
为城北乃至西安的患者提供优良的就
医环境。据悉，医院自2016年12月15
日试运营以来，形成了心脏病院、脑科
医院、消化病院、妇儿医院、创伤救治
和口腔治疗等临床优势领域以及微创
腔镜诊疗技术、心脑外周血管介入诊
疗技术、急危重症救治及康复医学等
特色的医疗技术平台。同时，该医院
在医、教、研以及行政管理、后勤服务
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均呈现出强劲的发
展态势。从开业初期的门诊日均几十
人次，到目前日门诊突破 2000人次。
试运营至今，该医院已累计开展手术
3.8 万余例，其中三四级手术占比
74.59%，已经可以开展三级甲等医院
能开展的所有技术。

西安市第三医院
正式全面开诊

六十载风雨不忘初心一甲
子筑梦以爱育人。近日，西安铁
五小学举办建校六十周年校庆
活动，各界嘉宾、教育同行、退休
教师、校友、学生家长等千余人
齐聚西安铁五小学，一同见证盛
大的庆典活动。

活动现场铁五小师生们用
精心准备的节目，分锻铸、梦想、
开拓三个篇章展示了一代代铁
五小师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
执着追求和教育精神。校长赵
建中在致辞中表示：六十年来，

铁五小教师们用精湛的教学艺
术，崇高的生命情怀，赤诚的爱
生之心，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赢
来了今天铁五小桃李芬芳。未
来铁五小将继续努力，协力进
取，共同谱写更加灿烂辉煌的新
篇章！现场，还同期举办了该校
师生的美术、书法、绘画等作品
展，向来宾们展示了铁五小师生
超强的动手能力和良好的艺术
修养。最后，校庆活动在校歌
《向梦想出发》中落下帷幕。
文/图本报记者李成河王晓峰

西安铁五小学举办建校60周年庆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