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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体彩

古语有“爱其子，择师而教之”，
也信奉“强国之基在养蒙”。教育
是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不仅牵动
无数家庭，也是构成民族复兴、社
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汇聚爱心，驰
援教育，是中国体育彩票一直以来
践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病魔无情，人间有爱，感谢彩
票公益金‘励耕计划’的帮助，感谢
我们教育系统这个温暖的家，这份
资助款对我来说真是雪中送炭。”
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举行的

“2021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教
育助学项目励耕计划资助金发放
仪式”上，瑞塔铺小学教师罗慧英，
为自己受到资助表达着感激之

情。2021年，桑植县35名困难教
师获得“励耕计划”资助，共计资金
41万元。

截至 2021 年，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已经累计投入121亿元，用
于支持“励耕计划”“滋蕙计划”和

“润雨计划”这三项教育助学项
目。仅“十三五”期间，中央专项彩
票公益金共支出50亿元，其中“滋
蕙计划”资助普通高中品学兼优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75万人次，“励
耕计划”资助小学、初中、普通高中
和中职学校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教
师 15万人次，“润雨计划”资助普
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新生80余万
人次，资助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幼儿

教师2.5万人次。
“中国体育彩票·新长城助学”

项目是以帮助优秀困难大学生的家
庭减轻负担，减轻学生在学习上的
经济压力，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大学
期间的学业为初衷设立的。截至
2020年，该项目共投入1000余万
元，为全国5000余名优秀困难大学
生提供资助。

2022年，山东体彩“情系革命
老区 关爱寒门学子”爱心助学活动
温暖启航。本次活动在山东省范围
内资助120名品学兼优的困难大学
生，每人5000元助学金，助学金总
额60万元。自2008年起, 山东体
彩已累计出资670万元帮助 1700

名品学兼优的困难学子绽放梦想，
圆梦大学。

2022年，海南希望工程助力乡
村振兴圆梦行动已启动，海南体彩
向海南省青少年希望基金会捐赠
25万元，用于支持海南省希望工程
圆梦行动，助力海南省乡村振兴工
作，帮助家庭困难子女解决上学难
的实际问题。

福建体彩发起“We爱·守护大
学梦”2022福建体彩乐善助学公益
行动，为100名闽籍大学生提供每
人5000元的乐善助学金；贵州体彩
到贵州师范大学开展2022年贵州
体彩“旭日”助学捐赠活动，捐赠20
万元，惠及100名学生；河南濮阳体

彩“情系寒门学子·体彩筑梦未来”
助学行动，在全市范围内资助50名
品学兼优的困难大学生，每人3000
元助学金。全国各地体彩机构积极
行动，用爱心承担起社会担当和人
文关怀。

“爱之花开放的地方，生命便能
欣欣向荣。”中国体育彩票自1994
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已累计筹集
公益金超过6600亿元，为我国体育
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作出重要
贡献。未来，中国体育彩票将继续
用诚心之为、爱心之行、善心之举，
凝聚起推动教育发展的强大合力，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
幸福感。 关言

中国体育彩票用爱心让教育更温暖

一次特殊的庭前调解

阳光下的监狱阳光下的监狱

盛夏秦岭，郁郁苍苍。西安市长
安区，西安监狱会见中心，一次特殊的
庭前调解在进行中……

一起狱中离婚案

房某某，西安监狱七监区在押罪
犯，因贩毒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妻刘
某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并请求获得
婚生子女的抚养权。

2022年7月29日，案件当事人和
临潼区法院法官在西安监狱会见中
心开庭审理此案。

当房某某听到孩子要被带走时
情绪立即激动起来，他说：“谁带走我
的孩子，等我出来我就要找他！”法官
问道：“你敢在法庭调解时，说威胁性
语言！”当时调解气氛一度紧张。

见此情景，会见中心当值警察、

西安监狱接见监区强教导员在征求
法官意见的情况下申请暂时休庭，积
极配合法院进一步了解双方情况。

据调查，房某某同意离婚，但要
求获得婚生子女抚养权。其妻认为，
他出狱遥遥无期，不可能也没有能力
履行抚养义务，但她并不是彻底想带
走孩子，孩子户口依然在房某某家，只
是想让孩子能有更好的照顾。

会见中心警察了解到这个情况
后，心想：“能不能在不改变双方诉求
的情况下，选择一个各方皆大欢喜的
处理结果？”

强教导员首先和法官沟通，法官
说：“他是无期徒刑罪犯，判决孩子抚
养权给他是不合法的，不可能做这种
判决！”

强教导员从如何更好地帮教罪

犯积极改造谈起，教导员说：“教育改
造罪犯是监狱的工作，也是全社会的
责任。法院判案是要依照法律，但是，
庭前调解是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共同
意愿，具有法律约束力，我们尽量庭前
调解，无诉讼出具司法调解书。内容
是由父母共同抚养孩子，特别注明因
孩子父亲有抚养愿望但没有抚养能
力，事实上是由母亲单独抚养。这虽
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却能触及罪犯
的心灵深处。也许这份调解书会作
为法官案卷上一个特殊存在而赋予
特殊的意义。”听了这些话，法官也表
态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周
全处理方案。

一句话温暖一家人

面对情绪同样不稳定的房某某

妻子，强教导员找她谈心：“要永远
带走孩子，远离孩子父亲家庭吗？”
她说：“不是的，只是抚养，孩子户口
依然在房某某家里。”教导员说：“血
缘亲情不会因为抚养权的归属而断
裂，父母抚养教育孩子是法定义务，
也是中国传统的公序良俗，即使父
亲没有能力，但是有这个愿望，希望
你可以理解。只是在双方调解书上
给孩子父亲挂个名字，对你抚养孩
子并没有影响。但就是这样一句
话，却是孩子父亲的精神寄托，会给
孩子父亲带来新生的希望和意义，
激发他在高墙内接受劳动改造、重
新做人的积极性。他同意离婚是希
望你开始新的生活，孩子父亲也许
永远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但是，他会
感恩你，祝福你和孩子。”

听了强教导员语重心长的话，房
某某妻子沉默不语，看得出她在犹豫，
教导员于是趁热打铁：“可以撤诉，接
受调解吗？”她点了点头。

于是，监区、会见中心、法院约
定，稍后再次开庭，争取达成庭前调
解。日前，法院再次在西安监狱会见
中心开庭，双方当事人签订了庭前调
解建议书。

这是一次特殊的调解，是由监狱
人民警察积极参与并有力推进的一
次法院审判案件庭前调解。监狱民
警在公正执法的同时，积极践行为民
服务宗旨，做到执法有法度也有温度，
有利于促进罪犯教育改造质量的提
升，推动监狱高质量发展。 强玲

重阳节将至，在陕西省委网信
办指导下，三秦都市报全媒体联合
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启动“今天让
我来陪你”——重阳节空巢老人关
爱计划，一方面征集空巢老人的故
事及心愿，另一方面征集志愿者。
在重阳节到来之际，9组圆梦志愿
者陪伴空巢老人一起快乐过节。

每逢重阳节，除了登高赏秋，还有
一件事情也是大家必做的，那就是感恩
敬老。然而，还有一些老人，子女不在
身边，长期独居；还有一些老人，身体患
病，行动不便……为了弘扬尊老敬老的
传统美德，2022年9月23日起，三秦都
市报、三秦网、秦闻客户端、公益记者网
和公益记者微信公众号联合阿里公益
天天正能量开展“今天让我来陪

你”——重阳节空巢老人关爱计划。
这也是“陕耀·网络公益我行动”2022
陕西省网络公益工程系列活动之一。

本次公益活动，一方面在陕西
省范围内征集空巢老人的故事及
微心愿，社区或农村的空巢、独居、
困难、高龄和残疾老人，需要关爱
陪伴的老人，均可报名参与。另一
方面招募志愿者，报名参与的志愿
者需要有助老活动经验，善于和老
人沟通，了解空巢老人所面对的困
难和需求，有同理心和服务意识。
微心愿被认领后，主办方将选择具
有代表性的 9个案例进行重点关
爱，提供爱心物资，志愿者将上门
圆梦，陪老人共度佳节。同时，鼓
励圆梦志愿者和老人“结对”，定期

对老人进行关怀和探望，帮助他们
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和问题，让
他们的老年生活更加温暖和快乐。

“过去9年多，天天正能量奖励
了数百位关爱老人、帮扶老人、孝敬
老人的凡人善举，自去年开始我们又
进一步联合媒体发起‘今天让我来陪
你’重阳节关爱老人的专项计划，从
个案奖励到专项行动，我们的初心始
终不变，就是希望能够唤醒和带动更
多人关注身边的老人，给予他们更多
的温暖和关爱，让‘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成为一种社会风尚。”阿里公益天
天正能量负责人魏广明说。

给老人做顿饭，陪老人说说
话，为老人洗洗脚、理理发、剪剪指
甲……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

却能用爱填满空巢老人的心，带给
老人的是家的温度、亲人般的暖
意。这个重阳节，让我们“益”起行
动起来，用爱填满空巢老人的心！
征集时间：9月23日—9月26日

参与方式：在公益记者微信公众
号下方菜单，点击“公益圈”——“重
阳节关爱计划”，根据提示报名。

咨询热线：029-965369
本报记者姬娜陶颖

本报讯（记者 张毅伟）HPV九
价疫苗扩龄已落地西安执行，9月
23日10时开始新一轮预约。

根据陕西省统一安排，西安多
家接种门诊四价HPV和九价HPV
疫苗实行网上预约。市民可通过

“【健康陕西公众服务】小程序”进
行预约。西安市碑林区太乙路第
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防接种专
干张媛说，预约方式：先领卡，再预

约（两步即可成功预约疫苗），申领
电子健康卡：关注【健康陕西公众
服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
栏“健康账户”→点“+申领电子健
康卡”→按要求填写个人信息/有
卡用户可一键授权→成功申领电
子健康卡。 预约 HPV 疫苗进入
【健康陕西公众服务】小程序，点击
“疫苗接种预约”→选择疫苗种类
→选择接种点→选择接种时间→

确认预约，即可预约成功。
2022年 9月 23日（星期五）上

午10:00开始预约。本次碑林区太
乙路社区建东街成人接种门诊开
放号源：九价HPV疫苗支持预约
人数900人，四价HPV疫苗支持预
约人数 2580人，（接种日期：九价
接种日期为9月28日至9月30日，
周末不接种，四价接种日期为 9月
24日至9月27日,10月7日至10月

18日），数量有限，约完为止。预约
成功，系统提示的同时，名单将于
接种日在门诊进行公示。

HPV四、九价疫苗的适用人群
均为 9-45 周岁女性（不超过 46
岁），超龄预约者不予接种。推荐
0、2和 6月分别接种 1剂次，共计 3
剂; 首剂与第 2剂接种间隔至少 1
个月，第 2剂与第 3剂接种间隔至
少3个月，3剂应在1年内完成。

陕煤建设澄合分公司

上好“四把锁”
助力安全管理

今年以来，陕煤建设澄合分公司
积极探索安全生产管理新方法，上好
安全管理“四把锁”，有力地促进了安
全持续稳定发展，推动了各项工作的
顺利开展。

上好“机制”锁，锁住根本处。该
公司强化规章制度落实，全面修订和
完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从安全
生产责任制到事故处理等单项制度。
与此同时，建立并推行了施工片区联
合检查机制，加大了施工现场安全检
查力度。

上好“培训”锁，锁住关键处。该
公司积极开展职工安全教育培训，以
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同
时，利用微信和QQ工作平台及时发布
国家行业最新安全政策、法律法规等
学习内容，加强了日常的学习教育，有
力提升了各级人员的安全素质。

上好“三违”锁，锁住薄弱处。该公
司加大对“三违”的查处力度，强化对项
目部的主体责任追究，实行“三违”与项
目经理、安全管理人员责任连带处罚，
强化管理干部人员的安全管理意识，提
升基层单位安全管理的水平。

上好“监管”锁，锁住细微处。该
公司建立健全安全管理网络，形成党、
政、工、团齐抓共管的安全监管体系。
抓好党员示范岗、青安岗员、群监网
员、安监员等对特殊作业场所、重点地
段等工作场所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的
安全监督管理，做到防患于未然，筑牢
安全防线。 何丙玉姜广德

本报全媒体联合阿里正能量发起重阳节空巢老人关爱计划

“今天让我来陪你”

HPV九价疫苗扩龄落地西安执行
新一轮预约今日10时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