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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2019“西安年·最中国”
活动的核心区，大唐不夜城·现
代唐人街吸引了大量游客来观
赏游玩过大年。人流熙熙攘攘，
整个街区干净、安全、有序，在这
样美好的环境背后，离不开这些
可爱的人的坚守。正是他们的
默默贡献，“西安年·最中国”的
城市大IP愈发闪亮。

杂技少年添彩“西安年”

在大唐不夜城·现代唐人街
北口的民俗魂舞台上，一群十二

三岁的少年穿着单薄的衣服在
寒风中表演杂技。

“我们是第二年来这里参加
‘西安年’主题演出，一共有80多
个演职人员参加，今年的演出密
度特别大，每天 6场，早上 8点
到，开始化妆，晚上卸妆后基本
11点半了。”西安演艺集团豫剧
团演员队队长刘强说，“我们的
节目类型包括器乐合奏、舞蹈、
戏曲、杂技等，从腊月二十四演
到正月十六。”刘强说：“演艺行
业戏比天大，今年人流量很大，

观众也很给力，看到台下那么多
观众欣赏节目，我们觉得辛苦也
值了。”另外，在大唐不夜城·现
代唐人街有不少小丑演员因为
造型各异非常受小朋友追捧，

“大熊猫”也同样吸引了不少小
朋友来合影。“这是一份我喜欢
的职业，每天大概3到4场，一场
大概3个小时，主要就是和游客
拍照、互动。”利用寒假兼职的大
学生小周说。

彩灯师守护彩灯到凌晨

2月7日下午，大唐不夜城·
现代唐人街南端，47岁的李永英
正提着小胶桶修补彩灯，冷风
中，李永英的脸被冻得红红的。

李永英是四川自贡人，春节
期间，她和爱人都在西安度过，
每天午饭后，来到大唐不夜城·
现代唐人街，一直到第二天凌晨
两点关灯后下班。他们的职责
是保证所有彩灯的完好，保证灯
点亮后的正常运行。“2018年10
月我们就来西安做好了这些彩
灯的造型，春节期间的日常工作
就是守护和第一时间修补开缝
的彩灯。”住在附近宾馆的李永
英说，家里老人和儿子在老家过

年，她独自在异乡打工，“看到西
安过年这么热闹，能在大唐不夜
城过春节，也觉得挺高兴的。”

保洁员为城市保环境

负责街区打扫的保洁员刘
巧玲说：“我腊月二十三来这里
报到，要干到正月十五。”46岁的
刘巧玲是商南县人，女儿在西安
打工春节不放假，儿子也在西
安，所以过年就没回老家。刘巧
玲说没想到这次零工打到大唐
不夜城来了，“这里真是漂亮，每
天都来好多人，我得把我负责的
区域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家来了
感觉才好。”

30岁的周女士家住长安区，
也是这里的保洁员，“每天早上4
点起床，来这里上班，下午6点下
班，过年没有和家人团聚。”周女
士说，看到自己劳动后干净的街
区，心里就很高兴。

除此外，还有交警、医护人
员、安保人员、安监局巡查员，甚
至是广播员，他们都在各自的岗
位上默默奉献，正是有了他们的
坚守，才有了一个喜庆、欢乐、舒
心、祥和的西安年。

文/图本报记者余明

本报讯（通讯员党炜记者
李佳）农历大年初一，为保障市
民乘坐地铁快捷出行，西安市公
安局地铁分局纺织城站派出所结
合城东客运枢纽中转客流特点，
组织民警在纺织城地铁站执勤巡
逻，这其中也有民警闫春晓。

上午 11时许，闫春晓巡逻
完毕回到办公室，看到办公桌摆
放着一个生日蛋糕，同事们笑眯
眯地对他唱着生日歌，瞬间让他
热泪盈眶。

本来大年初一的生日更容
易被自己和家人记住，但因为执
勤无法和家人团聚，因此闫春晓
早上出门前就没有提生日的事
儿。但孝顺的儿子特意做好了
生日蛋糕，并在蛋糕上手绘了穿
着警服的卡通人物打篮球的图
案，送给平日里很喜欢打篮球的
父亲。闫春晓的同事们看到蛋
糕上的图案，也就猜出了闫警官
的生日。于是，在他巡逻归来，
为他唱起了生日歌。

大年初一岗位上过生日
民警收到儿子手绘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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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咸阳讯（李洁记者李小刚）记
者从咸阳公路局获悉，该市境内国省干
线公路新增10处停车服务区，春节期
间向公众免费开放。

为进一步提升普通国省干线公
路服务品质，咸阳公路局综合考虑路
网等级、建设条件等因素，依托普通
国省干线公路沿线道班、养护工区旁
空地新建（改建）13处停车服务区，10
处已经通过相关验收，具备对外开放
条件。10处停车服务区分别分布在
108 国道乾县大墙，210 国道三原陂
西，211国道泾阳云阳、淳化金川湾和
润镇、旬邑城关和店子河村，312国道
长武洪家镇，104省道武功贞元，305
省道旬邑马栏。所有停车服务区集
多项服务功能于一体，免费为旅客提
供热水、停车、如厕、休息及路况查询
等便民服务。

本报咸阳讯（马沅聪记者李小刚）
近日，咸阳市 31路公交车驾驶员和 1
路车驾驶员分别捡到装有大量现金和
重要证件、银行卡等物品的钱包，并及
时联系失主归还，不断为这个新年增
添暖暖的正能量。

31 路公交车司机赵建科在行车
“三查”时，发现了一个黑色手包，手包
鼓鼓的，里边不仅有 5800元现金，还
有各种证件，汽车钥匙等。看到失主
丢失这么多贵重财物，赵建科立即将
手包交到调度室，并经多方联系后找
到失主归还。“感谢这位好心的司机师
傅，感谢公交公司培养出品质高尚的
员工。”失主接过手包激动地说，因为
过几天要出差，没有这些证件肯定会
很麻烦的。失主表示，他一定要做一
面锦旗送到拾金不昧的司机赵建科手
中，表达一份心意。当天，和赵建科一
样，1路公交车驾驶员毛萍也是在行车

“三查”中捡到一个装有现金和工资条
等物品的钱包，她也及时联系到失主
并归还。

公交人在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的
同时，也用自己的点滴行动传递着社会
正能量，这股奋发向上、崇德向善的力
量，让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温情和
感动。

公交司机捡到钱包
多方联系归还失主

本报汉中讯（鲁森林记者陈卫平）
2月8日下午5时许，汉中市汉台区老君
镇东翼安置区鹤鸣轩二区门口发生一
起治安案件，一男子骑电动车撞坏小区
通车闸道并与保安发生争执。公安汉
台分局老君派出所接警后组织警力依
法处置。

据了解，吴润平（男，老君镇人）
酒后驾车载亲友来到事发小区门口，
准备参观自家新房。时遇通车闸道
受损维修，吴润平欲驾车强行驶入，
受到处警民警劝阻。吴润平遂伙同
其子吴壮、亲戚胡友强对劝阻民警进
行辱骂殴打，造成一名民警眼部软组
织挫伤，手部被锐器划伤。案发后，
分局十分重视，立即调集巡特警赶赴
增援并将嫌疑人当场控制，指定北关
派出所依法处理。

2月 9日，3名涉案男子因涉嫌妨
害公务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侦办中。

为让市民尽快适应西安“最大十字”

他们每天执勤15小时
曲江大道南三环十

字不仅是西安城南重要
的交通节点，连接绕城高
速、南三环、曲江大道等
主干道路，是曲江的主要
出入口，更是以“体量最
大”成为展示西安风貌的
窗口。经过近一个月的
初步改造，新十字已投入
运行。

这么大的十字，改造
后的表现到底咋样？经
过一周多的运行，大多数
司机已经习惯并认可了
这里的交通组织。事实
上，认可的背后，离不开
一个群体的强力支撑：在
保障“西安年”主活动区
域交通畅通的同时，西安
交警也在用绣花功夫精
心细化这里。

响应市民呼声，1月6日起，
这个环岛开始“变身”。环岛直
径 150米、十字面积大、交通脉
络错综复杂、进出口车道多达67
条、交叉口冲突节点众多……面
对这样的难题，西安交警在工程
改造、标志标线设置、信号灯调

整等方面提前参与，不断督促工
程方加快进度。

催进度的同时，交警集力集
智，摸索出一套符合十字通行特
点的“盯左促直”工作法：紧盯左
转车辆，督促直行车辆快速通
过，提高通行效率。交警曲江大

队西影路中队民警邢筱轩说：
“对于司机来说，通过这个十字
的难点在于，左转一定要按标线
进行。因为左转不能走错，一旦
走错就特别容易将十字堵死。”
让交警们兴奋的是，“盯左促直”
法上线后，通行效率明显提高。

治理最大十字有新招

改造后的十字在逐渐经历
重重的通行考验，这不仅是对道
路的测试，也是对交警的检测。

首先就是工作时间和压力
的剧增，邢筱轩说：“过年期间每
天安排5名交警执勤，从早7点
到晚10点。”虽然每天要执勤15
个小时，但执勤交警们没有任何
怨言，因为大家都想管理好这个
新的曲江大十字，保证游客市民
有良好的通行秩序。

其次，是对耐心的考验。“对
于我们执勤交警来说，每天的辛
苦不算什么，难度不是在十字的
交通疏导，主要还在于耐心。毕
竟每天有很多司机还不是很适
应十字，我们的执勤交警一定要
保持良好的态度，去给群众答疑
解惑，耐心帮助他们，指导他们
按标线行驶，保证大家的安全是
最重要的。”

记者昨天从西安交警方面

了解到，目前曲江十字整体改
造还没有彻底完工，未来可能
还会增加信号灯，并相应增加
执勤交警的人数。未来会有两
个车流量大的时间点，一个是
2月11日早晚高峰，另一个是2
月 20 日左右的开学季。希望
广大市民保持耐心，遵守现场
标志标线，尽快适应西安“最大
十字”。

本报记者李佳

他们每天执勤15小时

打造“西安年·最中国”城市大IP

城市坚守者贡献平凡力量

咸阳干线公路
新增10处停车服务区

酒后滋事袭警
三男子被刑拘

“财神”为市民带来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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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美好的环境背后，离不开这些
可爱的人的坚守。正是他们的
默默贡献，“西安年·最中国”的
城市大IP愈发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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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口的民俗魂舞台上，一群十二

三岁的少年穿着单薄的衣服在
寒风中表演杂技。

“我们是第二年来这里参加
‘西安年’主题演出，一共有80多
个演职人员参加，今年的演出密
度特别大，每天 6场，早上 8点
到，开始化妆，晚上卸妆后基本
11点半了。”西安演艺集团豫剧
团演员队队长刘强说，“我们的
节目类型包括器乐合奏、舞蹈、
戏曲、杂技等，从腊月二十四演
到正月十六。”刘强说：“演艺行
业戏比天大，今年人流量很大，

观众也很给力，看到台下那么多
观众欣赏节目，我们觉得辛苦也
值了。”另外，在大唐不夜城·现
代唐人街有不少小丑演员因为
造型各异非常受小朋友追捧，

“大熊猫”也同样吸引了不少小
朋友来合影。“这是一份我喜欢
的职业，每天大概3到4场，一场
大概3个小时，主要就是和游客
拍照、互动。”利用寒假兼职的大
学生小周说。

彩灯师守护彩灯到凌晨

2月7日下午，大唐不夜城·
现代唐人街南端，47岁的李永英
正提着小胶桶修补彩灯，冷风
中，李永英的脸被冻得红红的。

李永英是四川自贡人，春节
期间，她和爱人都在西安度过，
每天午饭后，来到大唐不夜城·
现代唐人街，一直到第二天凌晨
两点关灯后下班。他们的职责
是保证所有彩灯的完好，保证灯
点亮后的正常运行。“2018年10
月我们就来西安做好了这些彩
灯的造型，春节期间的日常工作
就是守护和第一时间修补开缝
的彩灯。”住在附近宾馆的李永
英说，家里老人和儿子在老家过

年，她独自在异乡打工，“看到西
安过年这么热闹，能在大唐不夜
城过春节，也觉得挺高兴的。”

保洁员为城市保环境

负责街区打扫的保洁员刘
巧玲说：“我腊月二十三来这里
报到，要干到正月十五。”46岁的
刘巧玲是商南县人，女儿在西安
打工春节不放假，儿子也在西
安，所以过年就没回老家。刘巧
玲说没想到这次零工打到大唐
不夜城来了，“这里真是漂亮，每
天都来好多人，我得把我负责的
区域打扫得干干净净，大家来了
感觉才好。”

30岁的周女士家住长安区，
也是这里的保洁员，“每天早上4
点起床，来这里上班，下午6点下
班，过年没有和家人团聚。”周女
士说，看到自己劳动后干净的街
区，心里就很高兴。

除此外，还有交警、医护人
员、安保人员、安监局巡查员，甚
至是广播员，他们都在各自的岗
位上默默奉献，正是有了他们的
坚守，才有了一个喜庆、欢乐、舒
心、祥和的西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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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党炜记者
李佳）农历大年初一，为保障市
民乘坐地铁快捷出行，西安市公
安局地铁分局纺织城站派出所结
合城东客运枢纽中转客流特点，
组织民警在纺织城地铁站执勤巡
逻，这其中也有民警闫春晓。

上午 11时许，闫春晓巡逻
完毕回到办公室，看到办公桌摆
放着一个生日蛋糕，同事们笑眯
眯地对他唱着生日歌，瞬间让他
热泪盈眶。

本来大年初一的生日更容
易被自己和家人记住，但因为执
勤无法和家人团聚，因此闫春晓
早上出门前就没有提生日的事
儿。但孝顺的儿子特意做好了
生日蛋糕，并在蛋糕上手绘了穿
着警服的卡通人物打篮球的图
案，送给平日里很喜欢打篮球的
父亲。闫春晓的同事们看到蛋
糕上的图案，也就猜出了闫警官
的生日。于是，在他巡逻归来，
为他唱起了生日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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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向公众免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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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等级、建设条件等因素，依托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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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镇、旬邑城关和店子河村，312国道
长武洪家镇，104省道武功贞元，305
省道旬邑马栏。所有停车服务区集
多项服务功能于一体，免费为旅客提
供热水、停车、如厕、休息及路况查询
等便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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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咸阳市 31路公交车驾驶员和 1
路车驾驶员分别捡到装有大量现金和
重要证件、银行卡等物品的钱包，并及
时联系失主归还，不断为这个新年增
添暖暖的正能量。

31 路公交车司机赵建科在行车
“三查”时，发现了一个黑色手包，手包
鼓鼓的，里边不仅有 5800元现金，还
有各种证件，汽车钥匙等。看到失主
丢失这么多贵重财物，赵建科立即将
手包交到调度室，并经多方联系后找
到失主归还。“感谢这位好心的司机师
傅，感谢公交公司培养出品质高尚的
员工。”失主接过手包激动地说，因为
过几天要出差，没有这些证件肯定会
很麻烦的。失主表示，他一定要做一
面锦旗送到拾金不昧的司机赵建科手
中，表达一份心意。当天，和赵建科一
样，1路公交车驾驶员毛萍也是在行车

“三查”中捡到一个装有现金和工资条
等物品的钱包，她也及时联系到失主
并归还。

公交人在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的
同时，也用自己的点滴行动传递着社会
正能量，这股奋发向上、崇德向善的力
量，让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温情和
感动。

公交司机捡到钱包
多方联系归还失主

本报汉中讯（鲁森林记者陈卫平）
2月8日下午5时许，汉中市汉台区老君
镇东翼安置区鹤鸣轩二区门口发生一
起治安案件，一男子骑电动车撞坏小区
通车闸道并与保安发生争执。公安汉
台分局老君派出所接警后组织警力依
法处置。

据了解，吴润平（男，老君镇人）
酒后驾车载亲友来到事发小区门口，
准备参观自家新房。时遇通车闸道
受损维修，吴润平欲驾车强行驶入，
受到处警民警劝阻。吴润平遂伙同
其子吴壮、亲戚胡友强对劝阻民警进
行辱骂殴打，造成一名民警眼部软组
织挫伤，手部被锐器划伤。案发后，
分局十分重视，立即调集巡特警赶赴
增援并将嫌疑人当场控制，指定北关
派出所依法处理。

2月 9日，3名涉案男子因涉嫌妨
害公务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
侦办中。

为让市民尽快适应西安“最大十字”

他们每天执勤15小时
曲江大道南三环十

字不仅是西安城南重要
的交通节点，连接绕城高
速、南三环、曲江大道等
主干道路，是曲江的主要
出入口，更是以“体量最
大”成为展示西安风貌的
窗口。经过近一个月的
初步改造，新十字已投入
运行。

这么大的十字，改造
后的表现到底咋样？经
过一周多的运行，大多数
司机已经习惯并认可了
这里的交通组织。事实
上，认可的背后，离不开
一个群体的强力支撑：在
保障“西安年”主活动区
域交通畅通的同时，西安
交警也在用绣花功夫精
心细化这里。

响应市民呼声，1月6日起，
这个环岛开始“变身”。环岛直
径 150米、十字面积大、交通脉
络错综复杂、进出口车道多达67
条、交叉口冲突节点众多……面
对这样的难题，西安交警在工程
改造、标志标线设置、信号灯调

整等方面提前参与，不断督促工
程方加快进度。

催进度的同时，交警集力集
智，摸索出一套符合十字通行特
点的“盯左促直”工作法：紧盯左
转车辆，督促直行车辆快速通
过，提高通行效率。交警曲江大

队西影路中队民警邢筱轩说：
“对于司机来说，通过这个十字
的难点在于，左转一定要按标线
进行。因为左转不能走错，一旦
走错就特别容易将十字堵死。”
让交警们兴奋的是，“盯左促直”
法上线后，通行效率明显提高。

治理最大十字有新招

改造后的十字在逐渐经历
重重的通行考验，这不仅是对道
路的测试，也是对交警的检测。

首先就是工作时间和压力
的剧增，邢筱轩说：“过年期间每
天安排5名交警执勤，从早7点
到晚10点。”虽然每天要执勤15
个小时，但执勤交警们没有任何
怨言，因为大家都想管理好这个
新的曲江大十字，保证游客市民
有良好的通行秩序。

其次，是对耐心的考验。“对
于我们执勤交警来说，每天的辛
苦不算什么，难度不是在十字的
交通疏导，主要还在于耐心。毕
竟每天有很多司机还不是很适
应十字，我们的执勤交警一定要
保持良好的态度，去给群众答疑
解惑，耐心帮助他们，指导他们
按标线行驶，保证大家的安全是
最重要的。”

记者昨天从西安交警方面

了解到，目前曲江十字整体改
造还没有彻底完工，未来可能
还会增加信号灯，并相应增加
执勤交警的人数。未来会有两
个车流量大的时间点，一个是
2月11日早晚高峰，另一个是2
月 20 日左右的开学季。希望
广大市民保持耐心，遵守现场
标志标线，尽快适应西安“最大
十字”。

本报记者李佳

他们每天执勤15小时

打造“西安年·最中国”城市大IP

城市坚守者贡献平凡力量

咸阳干线公路
新增10处停车服务区

酒后滋事袭警
三男子被刑拘

“财神”为市民带来欢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