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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丽莉）昨
日，由共青团西安市委、西安市
文化和旅游局等单位主办的青
年快闪活动分别在大唐芙蓉园、
永宁门瓮城和高新区嘉会坊同
时启动。

“送你一个长安，一城文化
半城神仙……”昨天下午 3点，
这首动听的歌曲在大唐芙蓉园
紫云楼前唱响。这是西安青年
快闪活动现场，来自西安青少年
宫的 60多名孩子正在合唱《送
你一个长安》，并用小提琴演奏
《我和我的祖国》，期间，现场数
百名家长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挥舞着小红旗，和着激情澎湃
的小提琴演奏，深情激昂地歌

唱，共同为新年欢呼，为祖国喝
彩！“孩子们的演唱让人心潮澎
湃，歌里唱的长安和现实中的西
安一样美好！”来自贵州的游客
摇着小红旗为演唱的孩子们加
油，众多游客还拿出手机拍照、
拍视频。

据共青团西安市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当日除了大唐芙蓉园
的快闪活动外，西安永宁门瓮
城、西安高新区嘉会坊也同时举
行了快闪活动。

据了解，此次青年快闪活动
于2月11日正式启动后，每天将
组织并安排多种形式的快闪演
唱活动，一直持续到 2月 19日
（正月十五）。大唐芙蓉园快闪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马昭摄

为新年欢呼为祖国喝彩

西安青年快闪活动昨日启动

昨天中午，安徽游客张女士
不慎将装有4000余元现金和玉
石饰品、高档手表等财物的背包
落在西安47路公交车上，驾驶员
宁少青发现后通过公安公交分局
民警联系到失主，原物返还。

昨天中午 12时许，驾驶员
宁少青驾驶47路171190号公交
车行驶到灞桥终点站后，对车厢
例行检查时，发现座位上有一个
黑颜色的背包。由于沿途上下
车的乘客较多，他也记不清楚哪
位乘客上车时曾背着这个背包，
遂立即将背包送到车队。

西安市公交八公司五车队
负责人叶磊说，宁师傅拿着一个
黑颜色背包赶到车队后，他们打
开背包，发现包内装着 4000余
元现金、3块玉石饰品、1块“迪
奥”手表、一张身份证以及生活

用品。
“身份证的主人姓张，女

性，安徽人，此外再没有任何联
系方式。”叶磊说，从包内的财
物以及其他物品判断，失主很
有可能是来西安旅游的游客。
在无法及时找到失主的情况
下，他们立即与公安公交分局
三大队取得联系，希望报警后，
能够尽快联系上失主，第一时
间让失主放心。

13时许，公安公交分局三大
队民警打电话说，他们接到一名
安徽女游客的报警，遗失的财物
与驾驶员宁少青在车厢里发现
的包内财物吻合。就在这时，一
名姓张的女士给车队打来电话，
经初步确认，对方就是失主。

大约半个小时后，张女士抱
着孩子乘坐47路公交车赶到车

队，经过现场确认、核对后，将失
物返还给了对方。张女士说，她
是春节期间来西安旅游的，当天
上午乘坐47路公交车到达终点
站后，只顾着招呼孩子，忘记了

座位上的背包。让她没有想到
的是，竟然在人流量如此大的公
交车上能够把包给找回来，她要
给西安公交师傅点赞。

文/图本报记者赵丽莉

公交人员向失主张女士返还失物

财物落在公交车上失而复得

安徽游客点赞西安公交司机

殷师傅想找
炸油条或铺地板的活

昨日上午记者在文艺北路
附近看到，一些求职者或站着跺
脚或蹲着等待招聘方，他们面前
的纸上写着应聘专业为拉条子、
臊子面、炸油条等字样。殷师傅
便是其中的一员，他想找个炸油
条的活。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殷师
傅期待的月薪是5500元到6000
元之间，管吃管住，早餐店和大
的餐饮店都可以。“我希望找个
老店，担心新店的工作不稳定。”
殷师傅说，他去年在一家新开的
店炸油条，生意不好，干了一个
多月就干不下去了。谈了对招
聘方的要求后，殷师傅表示，自
己是有能力的技工，去年月薪

5500元，今年不能低于这个工
资，自己可以一个月上班30天，
而且他有十几年的炸油条经验，
3小时能炸80斤面。

“如果你有合适的活儿，可
以帮我介绍介绍。”殷师傅笑着
对记者说，找不到炸油条的工
作，他还可以干铺地板的活，一
天300元。见记者有些惊讶，他
表示，这几年餐饮不好做，前几
年他又专门学了铺地板，这个不
行了干那个，多一个技能多一个
赚钱的门道。52岁的他是河南
人，如今在西安打拼，想多赚点
钱，给儿子攒钱娶媳妇。

了解行情等待机会
雇主和雇员都说难

“今年工作不好找！”张女士
和一旁的求职者边聊天边等待

雇主，她希望找一份服务员工
作，对工资的要求是不能低于去
年的标准，每月2600元以上，一
月4天假，但是，有的老板一月只
给两三天假，没谈拢。

在务工人员抱怨合适的工
作难找的同时，招聘者也表示招
工难。李先生是一家餐饮店的
老板，店里想招聘厨师和服务
员，刚开始他身边围了一圈求职

者，可过了一会儿人群散去，没
招上合适的人。“应聘厨师的人，
工资要求超出了我能承受的工
资范围，应聘服务员的人，年龄
都偏大，看着不利索，而且条件
还比较多，不是嫌工资低，就是
要求每月休假4天。”李先生说，
他的餐馆成本也很大，只能再找
找看了。
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强璐璐

2月11日是节后上班第一天，多数人才市场的招聘会还未举
行，一些务工人员早早来到西安市文艺北路附近，了解求职行情、
找活干，招聘求职双方都感慨不容易。

街头找工作的务工人员 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求职师傅既能炸油条又能铺地板

节后上班首日招工求职忙

随着人们消费结构的升级、系列文
旅活动的持续开展，外出旅游也成为很
多人欢度新春的热门选项，某旅游网昨
日发布《2019年春节黄金周旅游消费
盘点》。

春节期间，从出游人群年龄构成和
群体特征来看，80后是春节出游主力
军，占比为43%。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为
人父母，“亲子同游”成为不少年轻爸妈
的主要假日状态。同时，“旅游贺新春”
的方式也逐渐受到银发族欢迎。

今年春节假期，选择周边游的游客
也不在少数，自由行、自驾游颇受青睐，

“酒店+门票”等产品热度较高。在出游
主题选择方面，温暖又养生的温泉游成
为人们冬季缓解压力、放松身心的“必
备良药”。

三亚、丽江、厦门、广州、桂林、大
理、重庆、北京、哈尔滨、西安等位居国
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TOP10。通过这
一排名可以看出，南下避寒游和北上冰
雪游是春节国内长线游的主旋律。对
于美食爱好者来说，在旅途中领略“舌
尖上的年味”也是春节出游的一大乐
趣。西安、成都、重庆、武汉等美食目的
地令广大“吃货”心驰神往。

价格稳定、安全舒适的高铁游在今
年春节同样表现亮眼，厦门、重庆、长
沙、兰州、北京、张家界、西安、昆明、武
汉、开封成为高铁国内长线游十大热门
目的地。从以上排名可以看出，随着西
成高铁、宝兰高铁等陆续投入运营，中
西部地区高铁游热度日益提升。

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强璐璐

春节出游
最爱“全家总动员”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2月6日，人
们还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西安市
中心医院烧伤整形美容外科收治了一名
耳朵被咬掉一块的男子，医护人员为挽
救这名患者的耳朵，与时间展开了赛跑。

当时患者被送来的时候，半侧脸全
是血。经过检查，发现患者左侧耳朵少
半部分不见了。随行的家属当时还带
来了毁损较重的残耳。受伤男子被立
即送进手术室，西安市中心医院烧伤整
形科医师任杰发现男子被咬掉的近三
分之一的耳朵无法原位接回，只能采取
紧急措施进行清创。

任杰说，由于患者被咬掉的这部分
耳朵，离体时间太长，污染严重，无法在
第一期手术原位移植，只能通过第二期
手术进行修复。第一期手术就是把残
耳的软骨埋在患者的腹部皮下，做临时

“寄养”，对患者的耳廓创面进行清创
处理。

该男子为何在大年初二会有这样
的遭遇呢？医生在询问病史之后得知，
患者是与其他人发生争执，被他人把左
耳一部分给咬掉了。为尽最大努力保
住患者的耳朵外形，医生仔细对患者左
耳创面进行了处理，等待感染危险期过
后，择期进行第二期手术。届时医生将
把埋在其腹部皮肤下的耳软骨取出来，
缝合到残耳的软骨上，然后通过皮瓣转
移修复的方法，给患者进行耳朵的
再造。

耳朵被咬掉
腹部“养”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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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丽莉）昨
日，由共青团西安市委、西安市
文化和旅游局等单位主办的青
年快闪活动分别在大唐芙蓉园、
永宁门瓮城和高新区嘉会坊同
时启动。

“送你一个长安，一城文化
半城神仙……”昨天下午 3点，
这首动听的歌曲在大唐芙蓉园
紫云楼前唱响。这是西安青年
快闪活动现场，来自西安青少年
宫的 60多名孩子正在合唱《送
你一个长安》，并用小提琴演奏
《我和我的祖国》，期间，现场数
百名家长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
客挥舞着小红旗，和着激情澎湃
的小提琴演奏，深情激昂地歌

唱，共同为新年欢呼，为祖国喝
彩！“孩子们的演唱让人心潮澎
湃，歌里唱的长安和现实中的西
安一样美好！”来自贵州的游客
摇着小红旗为演唱的孩子们加
油，众多游客还拿出手机拍照、
拍视频。

据共青团西安市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当日除了大唐芙蓉园
的快闪活动外，西安永宁门瓮
城、西安高新区嘉会坊也同时举
行了快闪活动。

据了解，此次青年快闪活动
于2月11日正式启动后，每天将
组织并安排多种形式的快闪演
唱活动，一直持续到 2月 19日
（正月十五）。大唐芙蓉园快闪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马昭摄

为新年欢呼为祖国喝彩

西安青年快闪活动昨日启动

昨天中午，安徽游客张女士
不慎将装有4000余元现金和玉
石饰品、高档手表等财物的背包
落在西安47路公交车上，驾驶员
宁少青发现后通过公安公交分局
民警联系到失主，原物返还。

昨天中午 12时许，驾驶员
宁少青驾驶47路171190号公交
车行驶到灞桥终点站后，对车厢
例行检查时，发现座位上有一个
黑颜色的背包。由于沿途上下
车的乘客较多，他也记不清楚哪
位乘客上车时曾背着这个背包，
遂立即将背包送到车队。

西安市公交八公司五车队
负责人叶磊说，宁师傅拿着一个
黑颜色背包赶到车队后，他们打
开背包，发现包内装着 4000余
元现金、3块玉石饰品、1块“迪
奥”手表、一张身份证以及生活

用品。
“身份证的主人姓张，女

性，安徽人，此外再没有任何联
系方式。”叶磊说，从包内的财
物以及其他物品判断，失主很
有可能是来西安旅游的游客。
在无法及时找到失主的情况
下，他们立即与公安公交分局
三大队取得联系，希望报警后，
能够尽快联系上失主，第一时
间让失主放心。

13时许，公安公交分局三大
队民警打电话说，他们接到一名
安徽女游客的报警，遗失的财物
与驾驶员宁少青在车厢里发现
的包内财物吻合。就在这时，一
名姓张的女士给车队打来电话，
经初步确认，对方就是失主。

大约半个小时后，张女士抱
着孩子乘坐47路公交车赶到车

队，经过现场确认、核对后，将失
物返还给了对方。张女士说，她
是春节期间来西安旅游的，当天
上午乘坐47路公交车到达终点
站后，只顾着招呼孩子，忘记了

座位上的背包。让她没有想到
的是，竟然在人流量如此大的公
交车上能够把包给找回来，她要
给西安公交师傅点赞。

文/图本报记者赵丽莉

公交人员向失主张女士返还失物

财物落在公交车上失而复得

安徽游客点赞西安公交司机

殷师傅想找
炸油条或铺地板的活

昨日上午记者在文艺北路
附近看到，一些求职者或站着跺
脚或蹲着等待招聘方，他们面前
的纸上写着应聘专业为拉条子、
臊子面、炸油条等字样。殷师傅
便是其中的一员，他想找个炸油
条的活。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殷师
傅期待的月薪是5500元到6000
元之间，管吃管住，早餐店和大
的餐饮店都可以。“我希望找个
老店，担心新店的工作不稳定。”
殷师傅说，他去年在一家新开的
店炸油条，生意不好，干了一个
多月就干不下去了。谈了对招
聘方的要求后，殷师傅表示，自
己是有能力的技工，去年月薪

5500元，今年不能低于这个工
资，自己可以一个月上班30天，
而且他有十几年的炸油条经验，
3小时能炸80斤面。

“如果你有合适的活儿，可
以帮我介绍介绍。”殷师傅笑着
对记者说，找不到炸油条的工
作，他还可以干铺地板的活，一
天300元。见记者有些惊讶，他
表示，这几年餐饮不好做，前几
年他又专门学了铺地板，这个不
行了干那个，多一个技能多一个
赚钱的门道。52岁的他是河南
人，如今在西安打拼，想多赚点
钱，给儿子攒钱娶媳妇。

了解行情等待机会
雇主和雇员都说难

“今年工作不好找！”张女士
和一旁的求职者边聊天边等待

雇主，她希望找一份服务员工
作，对工资的要求是不能低于去
年的标准，每月2600元以上，一
月4天假，但是，有的老板一月只
给两三天假，没谈拢。

在务工人员抱怨合适的工
作难找的同时，招聘者也表示招
工难。李先生是一家餐饮店的
老板，店里想招聘厨师和服务
员，刚开始他身边围了一圈求职

者，可过了一会儿人群散去，没
招上合适的人。“应聘厨师的人，
工资要求超出了我能承受的工
资范围，应聘服务员的人，年龄
都偏大，看着不利索，而且条件
还比较多，不是嫌工资低，就是
要求每月休假4天。”李先生说，
他的餐馆成本也很大，只能再找
找看了。
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强璐璐

2月11日是节后上班第一天，多数人才市场的招聘会还未举
行，一些务工人员早早来到西安市文艺北路附近，了解求职行情、
找活干，招聘求职双方都感慨不容易。

街头找工作的务工人员 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求职师傅既能炸油条又能铺地板

节后上班首日招工求职忙

随着人们消费结构的升级、系列文
旅活动的持续开展，外出旅游也成为很
多人欢度新春的热门选项，某旅游网昨
日发布《2019年春节黄金周旅游消费
盘点》。

春节期间，从出游人群年龄构成和
群体特征来看，80后是春节出游主力
军，占比为43%。他们中的大多数已为
人父母，“亲子同游”成为不少年轻爸妈
的主要假日状态。同时，“旅游贺新春”
的方式也逐渐受到银发族欢迎。

今年春节假期，选择周边游的游客
也不在少数，自由行、自驾游颇受青睐，

“酒店+门票”等产品热度较高。在出游
主题选择方面，温暖又养生的温泉游成
为人们冬季缓解压力、放松身心的“必
备良药”。

三亚、丽江、厦门、广州、桂林、大
理、重庆、北京、哈尔滨、西安等位居国
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TOP10。通过这
一排名可以看出，南下避寒游和北上冰
雪游是春节国内长线游的主旋律。对
于美食爱好者来说，在旅途中领略“舌
尖上的年味”也是春节出游的一大乐
趣。西安、成都、重庆、武汉等美食目的
地令广大“吃货”心驰神往。

价格稳定、安全舒适的高铁游在今
年春节同样表现亮眼，厦门、重庆、长
沙、兰州、北京、张家界、西安、昆明、武
汉、开封成为高铁国内长线游十大热门
目的地。从以上排名可以看出，随着西
成高铁、宝兰高铁等陆续投入运营，中
西部地区高铁游热度日益提升。

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强璐璐

春节出游
最爱“全家总动员”

本报讯（记者张毅伟）2月6日，人
们还沉浸在节日的欢乐气氛中，西安市
中心医院烧伤整形美容外科收治了一名
耳朵被咬掉一块的男子，医护人员为挽
救这名患者的耳朵，与时间展开了赛跑。

当时患者被送来的时候，半侧脸全
是血。经过检查，发现患者左侧耳朵少
半部分不见了。随行的家属当时还带
来了毁损较重的残耳。受伤男子被立
即送进手术室，西安市中心医院烧伤整
形科医师任杰发现男子被咬掉的近三
分之一的耳朵无法原位接回，只能采取
紧急措施进行清创。

任杰说，由于患者被咬掉的这部分
耳朵，离体时间太长，污染严重，无法在
第一期手术原位移植，只能通过第二期
手术进行修复。第一期手术就是把残
耳的软骨埋在患者的腹部皮下，做临时

“寄养”，对患者的耳廓创面进行清创
处理。

该男子为何在大年初二会有这样
的遭遇呢？医生在询问病史之后得知，
患者是与其他人发生争执，被他人把左
耳一部分给咬掉了。为尽最大努力保
住患者的耳朵外形，医生仔细对患者左
耳创面进行了处理，等待感染危险期过
后，择期进行第二期手术。届时医生将
把埋在其腹部皮肤下的耳软骨取出来，
缝合到残耳的软骨上，然后通过皮瓣转
移修复的方法，给患者进行耳朵的
再造。

耳朵被咬掉
腹部“养”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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