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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曲江“血脉通畅”
这些做法亮了

提前着手，用创新的思路推
出四大措施，让今年曲江区域的
交通获赞无数。让突然增加的人
流车流各行其道井然有序，说来
可真是难度极高的命题，不过，这
难不倒交通管理经验丰富的西安
交警曲江大队。

昨天，交警曲江大队秩序中
队交警张李飞告诉记者：“为疏导
交通压力，我们推出四大措施：停
车免费接驳、挖掘路外停车场资
源、建立路内封闭停车场和建立
停车场共享信息资源。”

记者了解到，接驳车今年首
次使用，共设置了万众国际、城南
锦绣和会展中心3个停车场，3条
线路仅正月初一就搭载游客
4265人，达到峰值。张李飞介绍
说，接驳车的时间是每天上午10
点到晚上24点，从腊月二十六到
三十试运行，正月初一正式启动
到正月十六。“随后还可能继续延
长，如果后期游客还很多，接驳车
将继续服务。”虽是新生事物，但
在使用过程中，已经收获了不少
市民网友的点赞。有网友在网上
留言道：“可以直接与地铁连接，

非常便捷，这个措施有智慧。”
除了接驳车，西安交警还充分

挖掘其他缓堵办法，“我们在大唐
不夜城周边的5个院校门口设置了
指示牌，引导社会车辆进入停车；
在雁南三路到四路，后期可能还会
有雁南五路，翠华路到红小巷等地
的主路，设置了道路临时停车场。
此外，还在慈恩西路全段设置了专
门隔离开的应急车道，大年初一就
使用了12次。同时，整个区域内设
置了大量的标志号牌、20组伸缩护
栏、2000个隔离墩，为大家指引道
路。”交警张李飞说。

据了解，今年大唐不夜城最
高人流量达70余万，交通秩序“表
现良好”，这离不开西安交警的重
磅举措，也离不开防患于未然，因
地制宜推出的分级响应预案。期
间一旦出现游客数量激增，将适
时对慈恩路、雁南一路两个行人
过街交通节点，采取社会车辆临
时限行措施，包括提前规划，让某
些线路“变成单向”，让车辆绕行
大唐不夜城远端道路等，为大唐
不夜城减压。

为大家舍小家
这些道路通了

硬核措施跟上，人手也得跟

上。为了“西安年·最中国”，西
安交警付出了巨大努力。交警
曲江大队秩序中队交警曾宁聪
告诉记者：“我们为保障道路交
通安全设置了3道防线，为合理
调配警力，确保管控措施得当，
指定三级管控响应措施。整个
曲江，从大雁塔周围到南湖、大
唐芙蓉园、新唐人街、曲江大道
南三环十字等地，都有执勤交
警，特别是在大雁塔、新唐人街、
大唐芙蓉园等重点路段设置岗
点，每天第一班上午 9点到岗，
一班次 120人，每天五班共 600
人次，最少10小时执勤。”

面对“西安年”巨大的交通
和秩序压力，西安交警不惧挑战，
为核心区保驾护航。特别是在除
夕夜，“其实每年春节都是这样，
今年为了西安年活动，目前很多
人已连上了十五六天，除夕晚上
执勤都到了次日凌晨一点以后。”
曾宁聪说。

交通之外有求必应
这些故事暖了

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有人在
负重前行。“西安年”执勤期间，交
警不但要疏导交通，还要随时面
对各种意外状况。

正月初四下午1点，来自北京
的一家三口惊慌失措地找到在芙
蓉东路公交站点执勤的交警何力
超，说孩子突然昏厥。何力超一
听，二话没说，用警车将孩子送往
医院。5分钟后赶到医院，何力超
又全程抱着孩子挂号、做CT，直至
其脱离危险才放心离去……

类似的小孩或同伴走失、游
客突发疾病、老人迷路等状况，只
要群众有求，交警马上就办。曾
宁聪称：“虽然此后的补休最多也
只有3天，只要‘西安年’活动圆
满成功，再累也值了。”

文/图本报记者李佳

“自从有了取暖设备，冬天
的时候在家待着感觉不到一点寒
冷，真是暖和了身子又暖和了
心。”68岁的代军发是寨东村的
老干部，退休之后和家里人一直
生活在村子里。每年冬天，他和
村里其他人的取暖方式普遍是烧
煤烧炕，烟熏雾绕，污染了环境还
影响家里的卫生。

近日，记者来到代军发家
中，屋子里暖烘烘的，丝毫感受不
到冬日的寒意，老两口正坐在炕
上唠着家常。得知记者来意后，
代军发指着家里的取暖设备，竖
起了大拇指：“现在村子里头家家
户户改用电能源取暖，房屋干净
了，环境变好了，人也精神了。”

在采访中，代军发和妻子还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用上电取暖
设备，一晚上不到一度电，晚上
10点之后电价还降低2毛，实际
只用交3毛钱电费，就可以享受
到温暖的居住条件，真值。”代军
发提到自己现在的生活时，高兴
得合不拢嘴。

2018年，杨陵区委、区政府
高度重视农村清洁能源取暖工
作，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和保护
人民群众健康为宗旨，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主要采取源头控制、防治
结合、齐抓共管的方式，全力推
进农村清洁能源取暖工作，减少
燃煤及生物质燃烧的污染，将农
村清洁能源取暖工作作为铁腕

治霾的“硬骨头”和改善民生的
重点任务来抓，直面突出问题，科
学精准施治。

同年10月下旬，杨陵区政府
对全区 63个村 23545户实施农
村电替代散煤、生物质燃烧专项
行动，分步实施清洁能源取暖工
程。“这个碳纤维电热毯拥有自动
恒温和过热断电的功能，家常
220V的电压就可以使用，配合上
取暖器，使用遥控器操作，简单方
便，无论白天还是深夜，都能保证
室内温度。”34岁的金立强是寨
东村第一书记，作为第一批“炕改
电”的推广者，经常挨家挨户查看
新设备的使用情况。金立强告诉
记者，在设备费用上，政府采用

“群众自筹+财政补贴”相结合的
办法，采暖设备工料费每户补助

1000 元，取暖设备按照实报实
销，每户补贴 600 元，这样算下
来，村民几乎是免费使用。

为确保农村清洁能源取暖
工作顺利开展，杨陵区成立了农
村清洁能源取暖工作领导小组，
积极联系设备企业代表进村入组
做宣传，为转变村民传统思想束
缚，引导群众增强环保意识，改变
消费观念，接受绿色新型产品下
足了功夫。“能够和村民在温暖的
家里一起过大年，我感到很自
豪。我打算开一个乡贤人士座谈
会，让大学教授、返乡创业者、脱
贫典型户讲讲自己的奋斗故事，
让村里人跟着学习，一起为实现
寨东村美丽建设而奋斗。”金立强
说道。
文/图孙建恒本报记者薛保华

“别买炮，咱村今年不
让放。”2月4日，农历腊月三
十，一大早，准备回西刘村
过年的老刘接到家中弟弟
电话提醒。一走进空港新
城北杜办西刘村，街道挂起
的红灯笼便映入眼帘。收
拾卫生的、贴对联的、拉家
常的……村里的年味显得
特别浓。

“为保护蓝天绿水，严
禁燃放烟花爆竹……”广播
循环播放着禁放禁燃通
知。“不放炮好，一个卫生，
再一个能省好多钱，省下的
钱给娃买些学习用品，多好
的事呀。”“去年买炮近 1000
元，放了也就那么回事。从
上到下都在抓治污降霾，咱
不放炮也是为环保作贡
献。”村里群众纷纷说。

当地群众对记者说，过
去除夕夜早早就能听见放炮
的响声，今年没听到一声炮
响。街道上，却人来人往，晚
辈有说有笑地去给长辈拜
年，小孩你追我赶地嬉笑打
闹。

“放假前，学校就开展
争做‘环保小卫士’活动，鼓励
大家不放炮；我家里也没有
炮，我爸给我买了个玩具枪。”

“我买了一套芭比娃娃，好看
得很……”在一起玩耍的孩子
们抢着说。

巡查组长刘小龙把每条
街道都走了一遍，没有看到一
家放炮、烧东西的。刘小龙
说，村上早在各条路上设置了
禁放禁燃宣传牌，也进行了不
间断宣传，今年谁家放炮要罚
款500元。

“快来坐，快来坐。”刚一
进刘超娃家，他就热情地招
呼大家。他说，今年村里不
让放炮，就多买了些菜，做了
一大桌年夜饭，把平时一起
干活的工友叫过来聚聚，商
量一下开年干活的事。以前
他组织大家出去干活，也没
有个用工合同，今年年前就
把合同准备好了，借过年的
机会，一起看看有没有要修
改的地方，这样出去干活，才
能保障好大家的权益。

“村里没有一家放炮，其
实不放炮好，往年放过炮的纸
屑到处飞，把村子弄得脏兮兮
的，今年没人放，街道多干
净。”村民刘虎叔说，他第一个
支持这种好的做法，条件好
了，更要追求好的生活环境和
质量。
刘计划 本报记者李小刚

只要“西安年”活动成功再累也值了
2019“西安年·最中国”活动火热进行中，作为活动核

心区，大唐不夜城人山人海美爆屏幕。然而精彩的背后，西
安交警保证每天600人次上岗执勤，为“西安年”疏堵保畅，
让大家堵车不堵心。

寨东村：

这个冬天不再寒冷
西刘村：

群众喜过
绿色健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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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曲江“血脉通畅”
这些做法亮了

提前着手，用创新的思路推
出四大措施，让今年曲江区域的
交通获赞无数。让突然增加的人
流车流各行其道井然有序，说来
可真是难度极高的命题，不过，这
难不倒交通管理经验丰富的西安
交警曲江大队。

昨天，交警曲江大队秩序中
队交警张李飞告诉记者：“为疏导
交通压力，我们推出四大措施：停
车免费接驳、挖掘路外停车场资
源、建立路内封闭停车场和建立
停车场共享信息资源。”

记者了解到，接驳车今年首
次使用，共设置了万众国际、城南
锦绣和会展中心3个停车场，3条
线路仅正月初一就搭载游客
4265人，达到峰值。张李飞介绍
说，接驳车的时间是每天上午10
点到晚上24点，从腊月二十六到
三十试运行，正月初一正式启动
到正月十六。“随后还可能继续延
长，如果后期游客还很多，接驳车
将继续服务。”虽是新生事物，但
在使用过程中，已经收获了不少
市民网友的点赞。有网友在网上
留言道：“可以直接与地铁连接，

非常便捷，这个措施有智慧。”
除了接驳车，西安交警还充分

挖掘其他缓堵办法，“我们在大唐
不夜城周边的5个院校门口设置了
指示牌，引导社会车辆进入停车；
在雁南三路到四路，后期可能还会
有雁南五路，翠华路到红小巷等地
的主路，设置了道路临时停车场。
此外，还在慈恩西路全段设置了专
门隔离开的应急车道，大年初一就
使用了12次。同时，整个区域内设
置了大量的标志号牌、20组伸缩护
栏、2000个隔离墩，为大家指引道
路。”交警张李飞说。

据了解，今年大唐不夜城最
高人流量达70余万，交通秩序“表
现良好”，这离不开西安交警的重
磅举措，也离不开防患于未然，因
地制宜推出的分级响应预案。期
间一旦出现游客数量激增，将适
时对慈恩路、雁南一路两个行人
过街交通节点，采取社会车辆临
时限行措施，包括提前规划，让某
些线路“变成单向”，让车辆绕行
大唐不夜城远端道路等，为大唐
不夜城减压。

为大家舍小家
这些道路通了

硬核措施跟上，人手也得跟

上。为了“西安年·最中国”，西
安交警付出了巨大努力。交警
曲江大队秩序中队交警曾宁聪
告诉记者：“我们为保障道路交
通安全设置了3道防线，为合理
调配警力，确保管控措施得当，
指定三级管控响应措施。整个
曲江，从大雁塔周围到南湖、大
唐芙蓉园、新唐人街、曲江大道
南三环十字等地，都有执勤交
警，特别是在大雁塔、新唐人街、
大唐芙蓉园等重点路段设置岗
点，每天第一班上午 9点到岗，
一班次 120人，每天五班共 600
人次，最少10小时执勤。”

面对“西安年”巨大的交通
和秩序压力，西安交警不惧挑战，
为核心区保驾护航。特别是在除
夕夜，“其实每年春节都是这样，
今年为了西安年活动，目前很多
人已连上了十五六天，除夕晚上
执勤都到了次日凌晨一点以后。”
曾宁聪说。

交通之外有求必应
这些故事暖了

岁月静好的背后，是有人在
负重前行。“西安年”执勤期间，交
警不但要疏导交通，还要随时面
对各种意外状况。

正月初四下午1点，来自北京
的一家三口惊慌失措地找到在芙
蓉东路公交站点执勤的交警何力
超，说孩子突然昏厥。何力超一
听，二话没说，用警车将孩子送往
医院。5分钟后赶到医院，何力超
又全程抱着孩子挂号、做CT，直至
其脱离危险才放心离去……

类似的小孩或同伴走失、游
客突发疾病、老人迷路等状况，只
要群众有求，交警马上就办。曾
宁聪称：“虽然此后的补休最多也
只有3天，只要‘西安年’活动圆
满成功，再累也值了。”

文/图本报记者李佳

“自从有了取暖设备，冬天
的时候在家待着感觉不到一点寒
冷，真是暖和了身子又暖和了
心。”68岁的代军发是寨东村的
老干部，退休之后和家里人一直
生活在村子里。每年冬天，他和
村里其他人的取暖方式普遍是烧
煤烧炕，烟熏雾绕，污染了环境还
影响家里的卫生。

近日，记者来到代军发家
中，屋子里暖烘烘的，丝毫感受不
到冬日的寒意，老两口正坐在炕
上唠着家常。得知记者来意后，
代军发指着家里的取暖设备，竖
起了大拇指：“现在村子里头家家
户户改用电能源取暖，房屋干净
了，环境变好了，人也精神了。”

在采访中，代军发和妻子还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用上电取暖
设备，一晚上不到一度电，晚上
10点之后电价还降低2毛，实际
只用交3毛钱电费，就可以享受
到温暖的居住条件，真值。”代军
发提到自己现在的生活时，高兴
得合不拢嘴。

2018年，杨陵区委、区政府
高度重视农村清洁能源取暖工
作，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和保护
人民群众健康为宗旨，牢固树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主要采取源头控制、防治
结合、齐抓共管的方式，全力推
进农村清洁能源取暖工作，减少
燃煤及生物质燃烧的污染，将农
村清洁能源取暖工作作为铁腕

治霾的“硬骨头”和改善民生的
重点任务来抓，直面突出问题，科
学精准施治。

同年10月下旬，杨陵区政府
对全区 63个村 23545户实施农
村电替代散煤、生物质燃烧专项
行动，分步实施清洁能源取暖工
程。“这个碳纤维电热毯拥有自动
恒温和过热断电的功能，家常
220V的电压就可以使用，配合上
取暖器，使用遥控器操作，简单方
便，无论白天还是深夜，都能保证
室内温度。”34岁的金立强是寨
东村第一书记，作为第一批“炕改
电”的推广者，经常挨家挨户查看
新设备的使用情况。金立强告诉
记者，在设备费用上，政府采用

“群众自筹+财政补贴”相结合的
办法，采暖设备工料费每户补助

1000 元，取暖设备按照实报实
销，每户补贴 600 元，这样算下
来，村民几乎是免费使用。

为确保农村清洁能源取暖
工作顺利开展，杨陵区成立了农
村清洁能源取暖工作领导小组，
积极联系设备企业代表进村入组
做宣传，为转变村民传统思想束
缚，引导群众增强环保意识，改变
消费观念，接受绿色新型产品下
足了功夫。“能够和村民在温暖的
家里一起过大年，我感到很自
豪。我打算开一个乡贤人士座谈
会，让大学教授、返乡创业者、脱
贫典型户讲讲自己的奋斗故事，
让村里人跟着学习，一起为实现
寨东村美丽建设而奋斗。”金立强
说道。
文/图孙建恒本报记者薛保华

“别买炮，咱村今年不
让放。”2月4日，农历腊月三
十，一大早，准备回西刘村
过年的老刘接到家中弟弟
电话提醒。一走进空港新
城北杜办西刘村，街道挂起
的红灯笼便映入眼帘。收
拾卫生的、贴对联的、拉家
常的……村里的年味显得
特别浓。

“为保护蓝天绿水，严
禁燃放烟花爆竹……”广播
循环播放着禁放禁燃通
知。“不放炮好，一个卫生，
再一个能省好多钱，省下的
钱给娃买些学习用品，多好
的事呀。”“去年买炮近 1000
元，放了也就那么回事。从
上到下都在抓治污降霾，咱
不放炮也是为环保作贡
献。”村里群众纷纷说。

当地群众对记者说，过
去除夕夜早早就能听见放炮
的响声，今年没听到一声炮
响。街道上，却人来人往，晚
辈有说有笑地去给长辈拜
年，小孩你追我赶地嬉笑打
闹。

“放假前，学校就开展
争做‘环保小卫士’活动，鼓励
大家不放炮；我家里也没有
炮，我爸给我买了个玩具枪。”

“我买了一套芭比娃娃，好看
得很……”在一起玩耍的孩子
们抢着说。

巡查组长刘小龙把每条
街道都走了一遍，没有看到一
家放炮、烧东西的。刘小龙
说，村上早在各条路上设置了
禁放禁燃宣传牌，也进行了不
间断宣传，今年谁家放炮要罚
款500元。

“快来坐，快来坐。”刚一
进刘超娃家，他就热情地招
呼大家。他说，今年村里不
让放炮，就多买了些菜，做了
一大桌年夜饭，把平时一起
干活的工友叫过来聚聚，商
量一下开年干活的事。以前
他组织大家出去干活，也没
有个用工合同，今年年前就
把合同准备好了，借过年的
机会，一起看看有没有要修
改的地方，这样出去干活，才
能保障好大家的权益。

“村里没有一家放炮，其
实不放炮好，往年放过炮的纸
屑到处飞，把村子弄得脏兮兮
的，今年没人放，街道多干
净。”村民刘虎叔说，他第一个
支持这种好的做法，条件好
了，更要追求好的生活环境和
质量。
刘计划 本报记者李小刚

只要“西安年”活动成功再累也值了
2019“西安年·最中国”活动火热进行中，作为活动核

心区，大唐不夜城人山人海美爆屏幕。然而精彩的背后，西
安交警保证每天600人次上岗执勤，为“西安年”疏堵保畅，
让大家堵车不堵心。

寨东村：

这个冬天不再寒冷
西刘村：

群众喜过
绿色健康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