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商南县首届丹江灯会的绚烂灯火中、在城关街道办三角
池敬老院中、在脱贫户的新房中、在金丝大峡谷5A级景区、在
湘河镇莲花台村河灯文化演艺现场、在民居小院里……浓浓的
年味中，我们感受到了商南大地奋进的脚步，触摸到了鹿城父
老乡亲幸福的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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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南旅游市场年味浓

如今，除了合家团聚、走亲
访友，在商南，旅游也成了一种
时尚的过年方式。2019年春节
假期，商南县旅游市场繁荣，民
俗火、年味浓。商南县精心制定
了新春12345旅游精品线路，举
办了首届丹江灯会等系列活动，
引爆了春节旅游市场。徜徉5A
景区，放松心情感受大自然鬼斧
神工的独特魅力，穿越明清历史
古街，感受太吉官渡的繁华，和
亲朋好友一起赏灯猜谜游奇峡，
品尝商南特色美食金丝十三花，
成为了很多市民春节的新选
择。商南县首届丹江灯会深入
挖掘商南优秀的传统文化，巧妙
融入春节元素，采用时尚、动感
的声光电技术，融合多种科技手
段，巧妙构思，精心布展了鹿城
迎宾、顽童闹春、金猪送福等15
个主题灯组，设计独特，引人入
胜。点燃新时代的彩灯，营造出
光影交织、璀璨梦幻的视觉盛
宴，让广大市民和游客感受到了
浓浓的年味。

春节假日期间，金丝峡景
区、闯王寨、鹿城公园等景区接
待游客再创新高。春节假期高
速公路免费通行，以家庭亲子与
亲友结伴而行为特点的假日自
驾游十分火爆，返乡游、探亲游、
近郊休闲游、体验式乡村游备受
青睐，游客在游览景区，体验春
节传统民俗活动的同时亲近自
然，享受田园美景的乡村游市场
持续升温，感受乡村年味，感受
乡村的变化。在试马北茶小镇，
游客在诗情画意中享受农事体
验的乐趣，享受家庭的美好。在
千亩莲花观光园，还有“生态观
光、农业示范、度假体验”的陕西
省现代农业产业试马示范园区，
以及新建的万亩无性系白茶基
地，可以带着孩子亲自动手，享
受农事体验的乐趣。在后湾景
区，游客可以体验垂钓、泛舟、迷
宫等项目的同时尽情欣赏田园
风光。

阅读过年成风尚，书香贺岁
年味浓。年味不只是团圆、美食
和烟火，也有诗和远方。眼下，
过“文化年”“知识年”的需求不

断升温，春节期间商南各大书店
年味浓郁。记者走访发现，在红
灯笼、春联、福字、年画、红包、生
肖猪等节日元素的烘托下，商南
一批实体书店策划推出了各具
特色的阅读盛宴，与读者共享春
节里的热闹与诗意。

大润发超市、中润亿家等多
处图书销售区在店面陈列、图书
推荐、文创设计上凸显传统文化
元素，令人耳目一新。一家老小
齐逛书店的情景随处可见，传统
文化元素与书店空间体验相得
益彰，书香浸润、新风扑面的过
节方式，愈发被人们认可。

情系敬老院喜迎新春来

2019年2月4日，除夕当天，
商南县城关街道办主任带领民
政办、社会保障站负责人来到
三角池敬老院开展“迎新春，送
温暖”活动，为敬老院的老人们
及护理人员送来了米面油等慰
问品，还奉上了喜庆的大红包，
小学生志愿者还为敬老院爷爷
奶奶送上了用自己积攒的零花
钱购买的饼干、蛋糕，大家一起
在欢乐、温暖的气氛中迎接即
将到来的春节。他们还和敬老
院的老人们一起吃团圆饭，逐
个敬酒，添饭添菜，嘘寒问暖，
叮嘱老人们保重身体。寒冬无
情，人间有爱，甜甜的糖含在口
中，暖在心里，用心践行爱，用
情弘扬孝道文化，在春节到来

之际，让孤寡老人感受到社会的
关爱。

“在敬老院住得好、吃得好、
穿得暖，心情好，感到很幸福。
每到过年，镇上的领导都来看
望、关心我们，和我们一起吃团
圆饭，感谢党的恩情。”三角池村
甘露沟组的李发富，今年68岁，
已经在三角池敬老院度过了18
个春秋。

民俗活动异彩纷呈。湘河
莲花台河灯文化展演于2019年
正月初三晚盛大开启，来自四面
八方的观众早已围满了展演广
场，场上人流如织，车流如海。
天空飘洒着雪花，预示着瑞雪兆
丰年，为河灯展演增添了别样
风情，堪称最美的民间“春
晚”。在城关街道办三角池村，
王氏家族 300多人，欢聚一堂，
辞旧迎新，祈福新春，祭祀先
祖，感恩先祖创业，鼓舞后辈子
孙饮水思源。王氏家族组织了
唱歌、跳舞、相声等丰富多彩的
文艺演出活动，开展马拉松比
赛等活动，给精神文化生活比
较贫瘠的农村带来了新的生活
方式。家族理事会还组织开展
春节贫困户慰问扶助活动，给
因患癌症致贫的王重德、家境
贫困的王敦奇、因病致贫的王
敦学等3户重点贫困户，发放慰
问金，出谋划策，设计脱贫方
案，帮扶贫困户尽早脱贫。

代绪刚本报记者闫鹏飞

本报铜川讯（怡君 记者
王锋）2018年，宜君县大胆创新
工作思路，狠抓“减煤、控车、防
尘、治源、禁燃、增绿”等工作重
点，治污降霾工作取得明显进
展，全年优良天数 295天，居关
中地区首位。

去年，该县制定了《宜君县

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方案（2018-2020 年）》，积
极推行网格化管理，完善县、乡
镇、社区(村组)和小区(楼院)四
级网格化环境监管网络，切实
做到定人、定岗、定责。同时，
以“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
严惩”为手段，强化“减煤、控

车、防尘、治源、禁燃、增绿”六
项工作。截至目前，宜君县已
完成散煤削减16750.6吨，其中
煤改气 817 户，煤改电 7084
户。燃煤锅炉拆改4台，减煤量
727.6 吨。淘汰老旧车辆 151
辆、油改气52辆。

该县还发挥“宜君县环保工

作群”微信群等新媒体互动功
能，及时、便捷地与公众进行互
动交流，形成了多方联动、群众
参与的良好氛围。2018年，宜君
县优良天数 295 天，其中优 59
天、良236天，同比2017年全年
优良天数增加 22天，居关中地
区首位。

宜君去年295个优良天居关中之首

本报汉中讯（陈燕 记者
陈卫平）“家里长辈脑部手术后
有感染、生命垂危，3201医院让
抓紧转到西京医院急救，麻烦
给帮帮忙……”2019 年 2 月 10
日中午 12时许，汉中车务段汉
中车站客运值班员王国栋，接
到现场工作人员转来的旅客求
助电话。

求助的旅客是病人的外甥，
病人前一阵子刚从西京医院做
过脑部手术，回到汉中休养，没
想到当天早上医院节后上班查
房就发现感染严重，需要立即转
院到西京医院救治。时间就是
生命，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又逢
春运返程高峰，他和表弟几个人
从网上不断刷屏还是没有车票，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提前赶至车
站向工作人员求助。

接到电话，了解到病人必须
平躺，只能购买商务座，将座椅
放平，并且还有三人需要同行陪

护。时间紧急，早一分钟联系
好，就能为病人抢救多争取一分
钟时间，让病人早一分钟得到救
治。王国栋迅速忙碌起来，本站
三天内的票额已经售罄，经多方
协调，终于联系到仅有重庆西
至上海虹桥的G1976次列车上
还有一张商务座，并且该趟列
车到西安用时较短，仅1小时19
分钟。但是该车仅有一张车
票，同行3人怎么办？王国栋犯
了难，他赶紧积极与车长联系，
说明情况。

13时 27分，病人在王国栋
等人的引导和家人的陪护下，顺
利通过绿色通道赶至站台登上
列车，王国栋一边帮着将病人的
轮椅送至车上，将病人及家属安
置好，一边积极与车长协商同行
人上车及轮番进商务座照顾病
人问题。

13 时 30 分，G1976 呼啸而
过，王国栋赶紧抓起电话与西安

北站当班人员沟通西京医院120
急救车进站问题。14时 49分，
列车到达西安北站，病人一行顺
利乘车前往西京医院。

春运以来，王国栋和他的同
事积极与列车联手帮扶救助的
重点旅客还有很多，不时就会在

他的办公桌上看见一封大红感
谢信或一面锦旗。就在 2 月 7
日凌晨 2 时，他还积极联系
120救助了一名旅客。但是当
问到王国栋具体帮扶情况时，
他却说：“没啥，都是该做的正
常工作。”

华阴交警圆满完成
春节道路安保任务

本报讯（高蕾记者赵明石喻涵）
2019年春节期间，交警华阴大队累计
出动警力 791人次，警车 159台次，启
动春运执法服务站5个，设置临时执勤
点8个，检查客运车辆1.2万余台次，服
务群众100余人次。渭南全市未发生
重大死亡交通事故，未出现长时间交
通拥堵现象，圆满完成春节长假道路
交通安保工作任务。

龙钢公司纪检监察
发挥职能作用

本报讯（贺勤仓记者和平）近期，
陕西龙门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纪委监察
部通过持续性跟踪炼铁厂、能源检计
量中心彩钢瓦更换项目，充分发挥纪
检监察监督服务职能作用，督促指导
该项目高质量完成。

针对彩钢瓦进购和接收，公司纪
委监察部督促采购部门完善了彩钢瓦
验收程序，要求进购数据分批次、分等
级与合同一一对应。同时，强化质量
管控，对于部分没有产品材质书的要
求予以补全，并组织对彩钢瓦的防伪
辨识进行学习，防止伪劣产品入库。
针对现场验收检查环节中，炼铁厂1#、
2#、3#高炉区域人员工作不认真、不细
致，责任心不强，多出实际面积1700余
平方米，能源检计量中心在合同执行
过程中发生偏差，致使 507.56平方米
没有扣减，给公司造成7万余元损失等
问题，督促设备能源办对相关管理人
员进行了问责处理，以此强化主体责
任落实。

铜川打掉
30个黑恶团伙

本报铜川讯（记者王锋）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铜川市公安局
在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的坚强领
导下，强化政治担当，“一把手”领衔推
进，分管领导一线督战，坚持线索摸排
日常化、个案会商制度化、扫黑除恶责
任化、动态管控精准化、长效治理机制
化，以打开路，集中优势资源，调配专
业力量，以空前力度向黑恶犯罪发起
凌厉攻势，取得了可喜成绩。

截至2018年底，该市共摸排核查
涉黑涉恶线索 162条、破获黑恶案件
115起、打击处理288人、打掉黑恶团伙
30个、移送起诉136人，受到省公安厅
扫黑办通报表扬，并以全年综合考核
314.6分的优异成绩走在了全省前列，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阶段性成效显著。

汉中车站客运值班员王国栋

紧急救助患病转院旅客

商南：不同的方式相同的年味

紧急为病人协调车票

宁强一公交车坠江
两人遇难

本报汉中讯（记者陈卫平）2月11
日下午6时许，汉中宁强县一辆公交车
途经阳平关镇一处山路时，不慎坠入嘉
陵江中，事故造成两人不幸遇难。

据了解，出事公交车为汉运司宁
强公交分公司12路公交车，车牌号为
陕F52868。事发时，车上共有14名乘
客，行驶到阳平关镇时，忽然失控冲向
路边，撞断公路护栏后坠入嘉陵江中，
事故造成公交车男性司机和一名女乘
客死亡。

事故发生后，当地干群进行了紧
急救援，伤者被送往附近卫生院救治，
部分伤势较重的乘客被送往宁强县城
医院进行救治。目前，坠江公交车已经
被拖上岸，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在商南县首届丹江灯会的绚烂灯火中、在城关街道办三角
池敬老院中、在脱贫户的新房中、在金丝大峡谷5A级景区、在
湘河镇莲花台村河灯文化演艺现场、在民居小院里……浓浓的
年味中，我们感受到了商南大地奋进的脚步，触摸到了鹿城父
老乡亲幸福的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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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南旅游市场年味浓

如今，除了合家团聚、走亲
访友，在商南，旅游也成了一种
时尚的过年方式。2019年春节
假期，商南县旅游市场繁荣，民
俗火、年味浓。商南县精心制定
了新春12345旅游精品线路，举
办了首届丹江灯会等系列活动，
引爆了春节旅游市场。徜徉5A
景区，放松心情感受大自然鬼斧
神工的独特魅力，穿越明清历史
古街，感受太吉官渡的繁华，和
亲朋好友一起赏灯猜谜游奇峡，
品尝商南特色美食金丝十三花，
成为了很多市民春节的新选
择。商南县首届丹江灯会深入
挖掘商南优秀的传统文化，巧妙
融入春节元素，采用时尚、动感
的声光电技术，融合多种科技手
段，巧妙构思，精心布展了鹿城
迎宾、顽童闹春、金猪送福等15
个主题灯组，设计独特，引人入
胜。点燃新时代的彩灯，营造出
光影交织、璀璨梦幻的视觉盛
宴，让广大市民和游客感受到了
浓浓的年味。

春节假日期间，金丝峡景
区、闯王寨、鹿城公园等景区接
待游客再创新高。春节假期高
速公路免费通行，以家庭亲子与
亲友结伴而行为特点的假日自
驾游十分火爆，返乡游、探亲游、
近郊休闲游、体验式乡村游备受
青睐，游客在游览景区，体验春
节传统民俗活动的同时亲近自
然，享受田园美景的乡村游市场
持续升温，感受乡村年味，感受
乡村的变化。在试马北茶小镇，
游客在诗情画意中享受农事体
验的乐趣，享受家庭的美好。在
千亩莲花观光园，还有“生态观
光、农业示范、度假体验”的陕西
省现代农业产业试马示范园区，
以及新建的万亩无性系白茶基
地，可以带着孩子亲自动手，享
受农事体验的乐趣。在后湾景
区，游客可以体验垂钓、泛舟、迷
宫等项目的同时尽情欣赏田园
风光。

阅读过年成风尚，书香贺岁
年味浓。年味不只是团圆、美食
和烟火，也有诗和远方。眼下，
过“文化年”“知识年”的需求不

断升温，春节期间商南各大书店
年味浓郁。记者走访发现，在红
灯笼、春联、福字、年画、红包、生
肖猪等节日元素的烘托下，商南
一批实体书店策划推出了各具
特色的阅读盛宴，与读者共享春
节里的热闹与诗意。

大润发超市、中润亿家等多
处图书销售区在店面陈列、图书
推荐、文创设计上凸显传统文化
元素，令人耳目一新。一家老小
齐逛书店的情景随处可见，传统
文化元素与书店空间体验相得
益彰，书香浸润、新风扑面的过
节方式，愈发被人们认可。

情系敬老院喜迎新春来

2019年2月4日，除夕当天，
商南县城关街道办主任带领民
政办、社会保障站负责人来到
三角池敬老院开展“迎新春，送
温暖”活动，为敬老院的老人们
及护理人员送来了米面油等慰
问品，还奉上了喜庆的大红包，
小学生志愿者还为敬老院爷爷
奶奶送上了用自己积攒的零花
钱购买的饼干、蛋糕，大家一起
在欢乐、温暖的气氛中迎接即
将到来的春节。他们还和敬老
院的老人们一起吃团圆饭，逐
个敬酒，添饭添菜，嘘寒问暖，
叮嘱老人们保重身体。寒冬无
情，人间有爱，甜甜的糖含在口
中，暖在心里，用心践行爱，用
情弘扬孝道文化，在春节到来

之际，让孤寡老人感受到社会的
关爱。

“在敬老院住得好、吃得好、
穿得暖，心情好，感到很幸福。
每到过年，镇上的领导都来看
望、关心我们，和我们一起吃团
圆饭，感谢党的恩情。”三角池村
甘露沟组的李发富，今年68岁，
已经在三角池敬老院度过了18
个春秋。

民俗活动异彩纷呈。湘河
莲花台河灯文化展演于2019年
正月初三晚盛大开启，来自四面
八方的观众早已围满了展演广
场，场上人流如织，车流如海。
天空飘洒着雪花，预示着瑞雪兆
丰年，为河灯展演增添了别样
风情，堪称最美的民间“春
晚”。在城关街道办三角池村，
王氏家族 300多人，欢聚一堂，
辞旧迎新，祈福新春，祭祀先
祖，感恩先祖创业，鼓舞后辈子
孙饮水思源。王氏家族组织了
唱歌、跳舞、相声等丰富多彩的
文艺演出活动，开展马拉松比
赛等活动，给精神文化生活比
较贫瘠的农村带来了新的生活
方式。家族理事会还组织开展
春节贫困户慰问扶助活动，给
因患癌症致贫的王重德、家境
贫困的王敦奇、因病致贫的王
敦学等3户重点贫困户，发放慰
问金，出谋划策，设计脱贫方
案，帮扶贫困户尽早脱贫。

代绪刚本报记者闫鹏飞

本报铜川讯（怡君 记者
王锋）2018年，宜君县大胆创新
工作思路，狠抓“减煤、控车、防
尘、治源、禁燃、增绿”等工作重
点，治污降霾工作取得明显进
展，全年优良天数 295天，居关
中地区首位。

去年，该县制定了《宜君县

铁腕治霾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
行动方案（2018-2020 年）》，积
极推行网格化管理，完善县、乡
镇、社区(村组)和小区(楼院)四
级网格化环境监管网络，切实
做到定人、定岗、定责。同时，
以“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
严惩”为手段，强化“减煤、控

车、防尘、治源、禁燃、增绿”六
项工作。截至目前，宜君县已
完成散煤削减16750.6吨，其中
煤改气 817 户，煤改电 7084
户。燃煤锅炉拆改4台，减煤量
727.6 吨。淘汰老旧车辆 151
辆、油改气52辆。

该县还发挥“宜君县环保工

作群”微信群等新媒体互动功
能，及时、便捷地与公众进行互
动交流，形成了多方联动、群众
参与的良好氛围。2018年，宜君
县优良天数 295 天，其中优 59
天、良236天，同比2017年全年
优良天数增加 22天，居关中地
区首位。

宜君去年295个优良天居关中之首

本报汉中讯（陈燕 记者
陈卫平）“家里长辈脑部手术后
有感染、生命垂危，3201医院让
抓紧转到西京医院急救，麻烦
给帮帮忙……”2019 年 2 月 10
日中午 12时许，汉中车务段汉
中车站客运值班员王国栋，接
到现场工作人员转来的旅客求
助电话。

求助的旅客是病人的外甥，
病人前一阵子刚从西京医院做
过脑部手术，回到汉中休养，没
想到当天早上医院节后上班查
房就发现感染严重，需要立即转
院到西京医院救治。时间就是
生命，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又逢
春运返程高峰，他和表弟几个人
从网上不断刷屏还是没有车票，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提前赶至车
站向工作人员求助。

接到电话，了解到病人必须
平躺，只能购买商务座，将座椅
放平，并且还有三人需要同行陪

护。时间紧急，早一分钟联系
好，就能为病人抢救多争取一分
钟时间，让病人早一分钟得到救
治。王国栋迅速忙碌起来，本站
三天内的票额已经售罄，经多方
协调，终于联系到仅有重庆西
至上海虹桥的G1976次列车上
还有一张商务座，并且该趟列
车到西安用时较短，仅1小时19
分钟。但是该车仅有一张车
票，同行3人怎么办？王国栋犯
了难，他赶紧积极与车长联系，
说明情况。

13时 27分，病人在王国栋
等人的引导和家人的陪护下，顺
利通过绿色通道赶至站台登上
列车，王国栋一边帮着将病人的
轮椅送至车上，将病人及家属安
置好，一边积极与车长协商同行
人上车及轮番进商务座照顾病
人问题。

13 时 30 分，G1976 呼啸而
过，王国栋赶紧抓起电话与西安

北站当班人员沟通西京医院120
急救车进站问题。14时 49分，
列车到达西安北站，病人一行顺
利乘车前往西京医院。

春运以来，王国栋和他的同
事积极与列车联手帮扶救助的
重点旅客还有很多，不时就会在

他的办公桌上看见一封大红感
谢信或一面锦旗。就在 2 月 7
日凌晨 2 时，他还积极联系
120救助了一名旅客。但是当
问到王国栋具体帮扶情况时，
他却说：“没啥，都是该做的正
常工作。”

华阴交警圆满完成
春节道路安保任务

本报讯（高蕾记者赵明石喻涵）
2019年春节期间，交警华阴大队累计
出动警力 791人次，警车 159台次，启
动春运执法服务站5个，设置临时执勤
点8个，检查客运车辆1.2万余台次，服
务群众100余人次。渭南全市未发生
重大死亡交通事故，未出现长时间交
通拥堵现象，圆满完成春节长假道路
交通安保工作任务。

龙钢公司纪检监察
发挥职能作用

本报讯（贺勤仓记者和平）近期，
陕西龙门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纪委监察
部通过持续性跟踪炼铁厂、能源检计
量中心彩钢瓦更换项目，充分发挥纪
检监察监督服务职能作用，督促指导
该项目高质量完成。

针对彩钢瓦进购和接收，公司纪
委监察部督促采购部门完善了彩钢瓦
验收程序，要求进购数据分批次、分等
级与合同一一对应。同时，强化质量
管控，对于部分没有产品材质书的要
求予以补全，并组织对彩钢瓦的防伪
辨识进行学习，防止伪劣产品入库。
针对现场验收检查环节中，炼铁厂1#、
2#、3#高炉区域人员工作不认真、不细
致，责任心不强，多出实际面积1700余
平方米，能源检计量中心在合同执行
过程中发生偏差，致使 507.56平方米
没有扣减，给公司造成7万余元损失等
问题，督促设备能源办对相关管理人
员进行了问责处理，以此强化主体责
任落实。

铜川打掉
30个黑恶团伙

本报铜川讯（记者王锋）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铜川市公安局
在市委、市政府和省公安厅的坚强领
导下，强化政治担当，“一把手”领衔推
进，分管领导一线督战，坚持线索摸排
日常化、个案会商制度化、扫黑除恶责
任化、动态管控精准化、长效治理机制
化，以打开路，集中优势资源，调配专
业力量，以空前力度向黑恶犯罪发起
凌厉攻势，取得了可喜成绩。

截至2018年底，该市共摸排核查
涉黑涉恶线索 162条、破获黑恶案件
115起、打击处理288人、打掉黑恶团伙
30个、移送起诉136人，受到省公安厅
扫黑办通报表扬，并以全年综合考核
314.6分的优异成绩走在了全省前列，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阶段性成效显著。

汉中车站客运值班员王国栋

紧急救助患病转院旅客

商南：不同的方式相同的年味

紧急为病人协调车票

宁强一公交车坠江
两人遇难

本报汉中讯（记者陈卫平）2月11
日下午6时许，汉中宁强县一辆公交车
途经阳平关镇一处山路时，不慎坠入嘉
陵江中，事故造成两人不幸遇难。

据了解，出事公交车为汉运司宁
强公交分公司12路公交车，车牌号为
陕F52868。事发时，车上共有14名乘
客，行驶到阳平关镇时，忽然失控冲向
路边，撞断公路护栏后坠入嘉陵江中，
事故造成公交车男性司机和一名女乘
客死亡。

事故发生后，当地干群进行了紧
急救援，伤者被送往附近卫生院救治，
部分伤势较重的乘客被送往宁强县城
医院进行救治。目前，坠江公交车已经
被拖上岸，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