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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
环保局

就“禁限行老旧汽车”再做说明
将对市民建议认真梳理 取得共识

受前期连续降雨影响，210国道镇巴
境内发生多处路基冲毁、边坡垮塌、水沟
损坏等灾害，严重影响群众安全出行。
灾情发生后，辖养该路段的镇巴公路管

理段迅速组织职工开展抢险。截至目
前，已浇筑混凝土约400余立方，已完成6
处水毁工程总量的30%，预计8月底全部
完工。 姚清儒 摄

陕西推进“3+X”帮扶体系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许祖华）在24日召

开的陕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 4次会议上，陕西省扶贫开发
办公室负责人就全省脱贫攻坚
工作情况作报告时说，陕西省持
续推进创新实施的国企合力团、
校地结对“双百工程”、优质医疗
资源下沉等“3+X”帮扶体系，取
得明显成效。

据陕西省扶贫办主任王卫
华介绍，截至今年 6月底，由 93
户国有企业组建的9个国企合力
团，通过项目优先布局、搞好技
术嫁接、实行资金注入等助力扶
贫，已签约项目128个，开工项目
86个，投资到位 60.6亿元，带动
贫困户10万人。

校地帮扶“双百工程”已建
成产学研示范基地或落地实体
项目111个，培训培养骨干教师、
医生护士、农技人员和新型农民
等2万多人。

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
力度加大，组建医疗队112个、医
联体 101个，派驻业务技术骨干
和管理人员 3532人次，赴 104个
贫困县对口帮扶，贫困人口县域
内就诊率达90%以上。

此外，陕西省还深入推进
“万企帮万村”等社会扶贫活动，
动员全省 5280家民营企业投入
脱贫攻坚主战场，累计投入资金
19亿元，实施帮扶项目 2534个，
帮扶贫困人口28.54万人。

西安地铁大雁塔站音乐阶梯引人注目
本报讯 用双脚也能弹奏出

美妙的音乐?没错，最近在西安
大雁塔站，一组音乐阶梯吸引了
市民的目光，为音乐之城的建设
增添了小惊喜。

“上下的楼梯变成了音乐琴
键，踩上去还有声音，这真是太
好玩了，在很多城市还没见过，
西安真的是很超前!”来西安旅游
的张女士说，全家来西安旅游，
慕名来看大雁塔的音乐喷泉表
演，结果还遇到了地铁里的音乐
阶梯，用他的话说“西安真是当
之无愧的音乐之城”。

原本枯燥无味的楼梯，摇
身一变成为了叮当作响的琴
键，不同的楼梯踩上去会发出

不同的声音，就像用双脚弹奏
出了美妙的音乐，家住西影路
的赵阿姨说“相比坐电梯，我
更愿意走这种音乐阶梯，锻炼
身体，还能感受生活的美，西
安给我们市民的惊喜真是越来
越多了。”

笔者了解到，这次“青春印
迹我的城市我的梦”西安地铁第
二届青年创新艺术季活动为期
两个月的展览中，每周三、周六
下午七点整，音乐学院的师生们
将在西安地铁大雁塔站的站厅
中进行演出，届时，欢迎广大市
民朋友们“地上看喷泉，地下听
音乐”，感受西安这座音乐之城
的独特魅力。

新闻新闻新闻

7月 25日凌晨 5时，在略阳火车站，
参加宝成线抢险的中国铁路西安局集
团公司工务机械段职工范宝帆按时登
上前往抢险地的轨道运输车，当天，他
和 30名工友将进行 200平方米的主动
网铺设作业。

该段桥隧工程师杨利涛介绍，主动
网是由一根根直径 4毫米的钢丝绳编制
而成，一块 4个平方，重量百余斤左右。
今天搬运的网子总计 200个平方。而这
些网子全部由人肩抗手抬运往垂直高度
近 180米左右的铺设点。体力好的人一
个人就可以抗上山，体力稍微差的人两
个人一起抬向山上。

戴好劳动保护品，老王走向山脚下
堆摞的主动网前，“一二三，上！”范宝帆
一鼓作气扛起主动网，吃力地登上山
去。其他30名抢险人员也相继跟上。黄
色的工作服在大山里格外醒目，星星点
点连成一条线，仿佛一条移动的传送带。

山上原本没有路，大家在这里临时

开辟了一条上山小道。小道最宽就 60
公分，最窄处只有 30多公分，坡度最陡
处近 90度，就是空人上山也是举步维
艰，危险重重。

范宝帆扛着主动网，迈着沉重的步
伐，不停地擦试着额头豆大的汗珠，艰难
地登着山。一开始，“摸着石头爬山”，费
力又害怕，这几天来，自己已经习惯了，
感觉上下一趟山也没有起初那么累了。
走到近 90度的小路前，稍作休息的他笑
着说。

布网工作就是在塌方体山坡固定上
主动网，防止一些孤石、活石掉落山下，
危及线路及行车安全。今天布网的山
体特别险峻，山坡面有一块石头像鹰嘴
一般，坡面成反 85度，进行的打眼，锚
固，布网等工作都需要将抢险人员用绳
子挂悬在半空，作业起来难度极大，危
险性也特别高。杨利涛一边组织着大
家一边介绍到。

午时，经过精心准备，重头戏布网工
作全面展开。铺网最难干的活是在
山体上使用钻眼机钻眼锚固，一个钻
机50斤重，作业时需作业人员全空抱
在怀中，这时人还是悬在半空，操作
起来特别费力气，一般人还真拿不
下。25岁的工友穆超带上装备，在大
伙的帮助下，他牵着绳索缓慢移至鹰
嘴处，扛起50余斤重的钻眼机对准山
体一阵猛钻。只见一团灰白的粉尘
迎面扑来，他顾不得躲闪，伸头穿过
粉尘，对准孔眼继续作业。

由于高空悬挂，脚步无支撑点，劲不
好使，这时就需要操作人员具有一定的
技术和会使用巧劲。钻眼机“突突突”震
动着，穆超在高空中如荡秋千一般，抱着
钻机前后摆动借着惯性向山体冲击钻
眼，显得游刃有余。高空悬挂作业，稍微
使下力，身体就会不停摆动，面对身下滚
滚的嘉陵江，让人看着都捏一把汗。但
他们就像在平地作业一样，熟练自如，毫
无畏惧。

午时的气温特别高，阳光毒辣 ，直
通通地打在工人师傅的皮肤上，裸露的
皮肤被晒得通红。穆超和工友们的衣
服都是湿漉漉的，汗水不停地往外冒，
汗珠流到眼睛里、脸颊上、脖子上，混合
着打眼儿散发出来的粉尘，黝黑的脸上
看起来“脏兮兮”。

这次作业，总共要完成300平的网铺
设任务，大家默契配合着。作业到下午6
时，穆超和工友两人在山墙上打了 10个
孔，铺设了80平的网。

为了不影响进度，所有布网人实行
轮番上阵，昼夜不间断开工。7月 24日
晚上7点，穆超开始换班，他的任务是“扛
料”，将山下铺网的材料背上山，一直到
天亮。他说，“布网”所有活他都干过，为
了赶活，他几次都选择留在山上，一待就
是几天几夜。

“抢险活太累了，有时真感觉吃不
消，都不想干了，但是，这条宝成线是通
往四川的必经之道，我回家就是从这里
过去的，一想到我的父老乡亲不能回家，
我就默默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住，我
们早一天开通，老乡就能早一天回家，我
也能回家看三岁的儿子了。”家住四川广
元的穆超动情地说。

按照抢险工作安排，这个段不仅要
负责线路开通前三处局部共计 700平方
的主动网安装工作，还要负责一万多平
方的塌方体喷方作业量，目前，500余
名抢险人员正全力以赴推进宝成线安全
开通。 （邵旭华）

用智慧拯救迷失的灵魂

本报讯（ 廖霖 唐久树）连
日来，岚皋县10个镇魔芋园区的
田间地头，随时可见县魔芋局和
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工作人员，他
们有的拿着登记牌，有的拿着卷
尺，有的拿着照相机，忙得不亦乐
乎。原来他们是在查看魔芋病害
情况，丈量魔芋病害面积，方便给
园区业主或芋农赔付损失。

据悉，2018年，全县有1万亩
魔芋参加保险试点，保费每亩50
元，其中政府补贴 40元，芋农或

园区业主承担10元，根据实际受
害面积，给予理赔，以减轻芋农
损失。截至目前，该县政府携手
中华联合保险公司为 19个魔芋
园区和魔芋种植大户提供了 40
余万元的风险保障。为广大农
民发展产业、脱贫致富撑起了一
把“保险伞”。

图为 7 月 24 日县魔芋产业
发展局、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工作
人员在魔芋园区里实地勘查魔
芋受害情况。

岚皋县：农民种魔芋 政府买保险

——记“陕西省工人先锋号”省女子监狱四监区

本报讯（张建全 张杰）7
月17日，京昆高速“8·10”特别
重大交通事故案在宁陕县人
民法院开审，客车主要承包人
聂某某等14人被提起公诉，该
案共开庭审理 4天，审理完毕
后择期宣判。
14人被控犯重大责任事故罪

2017年 8月 10日，京昆高
速公路陕西省境内秦岭1号隧
道南口处发生一起大客车碰
撞隧道洞口端墙的特别重大
道路交通事故，造成 36人死
亡、1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
失 3533余万元，事发后，公
安、检察机关对肇事客车主
要承包人聂某某等立案侦
查。 2018 年 7 月 17 日到 20
日，宁陕县法院依法公开开
庭审理宁陕县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的聂某某等 14人重大
责任事故罪一案。

宁陕县人民检察院指控，
被告人聂某某等5人违反国家
安全管理规定，未能履行安全
生产职责；被告人秦某等 3人
未能依法履行安全生产法定
职责；被告人任某等 6人未能
认真履行安全监督、检查、管
理职责，因而造成重大交通事
故，应当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这次被提起公诉的聂某某等14人，分别为客车的
承包管理方、成都以及洛阳运输企业的管理人员，他们
均存在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据知情人介绍，本次
审理证据较多，开庭审理时间长达4天，在法庭上，14人
均承认指控，公诉机关对第一被告人聂某某的量刑建议
是3-5年，其他被告人的量刑建议多数为2-3年。

客车司机工作38天仅休息两天
“作为运输企业的管理人员，虽然多次组织安全学

习，但在具体的管理中，仍然把关不严。例如，在此次事
故中，车辆驾驶人王某某连续工作38天，其中仅休息过
两天。”该知情人表示，国务院批准发布的调查报告显
示，事故的直接原因是王某某行经事故地点时超速行
驶、疲劳驾驶，致使车辆向道路右侧偏离，正面冲撞秦岭
1号隧道洞口端墙。事故的间接原因是事故现场路面视
认效果不良，车辆座椅受冲击脱落，有关企业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不落实，地方交通运输、公安交管等部门安全
监管不到位，洛阳市政府落实道路运输安全领导责任不
到位等。

知情人介绍说，由于该案社会影响较大，在开庭期
间，有20多名被告人家属参与旁听，加上受邀的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社会各界人士等，共有 60余人参加了旁
听，审理完毕后将择期宣判。

今年上半年，有关部门已对“8·10”事故中 14个涉
责单位的32名责任人员（河南省13人、陕西省10人、四
川省9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事故有关企业及主要
负责人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予行政处理。责成河南省、陕
西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作出深刻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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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宝成线现场抢险

本报讯 7月26日，西安市公安局、西安市环境保护
局在西安市人民政府官网发布关于对高排放老旧汽车
禁限行征求意见说明。

说明内容如下：
近日，《关于禁限行高排放老旧汽车的通告（征求意

见稿）》发布后，广大市民和媒体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
建议，体现了大家对我们这座城市的关心和热爱。我们
将认真对待大家提出的每一条建议、每一个留言，认真
研究、认真梳理、认真吸取，不断改进工作，取得共识。

衷心感谢广大市民的热心参与，也真诚欢迎大家继
续建言献策，共建美丽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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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小推车的、按电梯的、往小推车
上码服装的，你来我往。习艺车间里，
一排排、一列列缝纫机哒哒哒哒的声响
此起彼伏……现场，各司其职，一片
忙碌的景象。若非穿着蓝色警服的几
位女干警来回巡查，这很难与想象中

“手铐脚镣”的监狱联系起来。
仅有 13名干警、5个分队的省女子

监狱四监区，凝聚弘扬“崇法、尚德、忠
诚、卓越”的女监精神，践行监狱改造宗
旨，重塑女性服刑人员“世界”，用爱心
让一个个服刑犯重获新生。前不久，她
们用自己不菲的业绩为四监区赢得了

“陕西省工人先锋号”荣誉。

润物细无声

“我们主要肩负经济类罪
犯的管教和技能培养，这些人
脑子活，表面上好管理，但实
际上并不容易管教！”6月7日
上午 10点左右，在省女子监
狱四监区，李江玲监区长微笑
着告诉记者，“这就需要我们
细致、严格，运用智慧，甚至一
人一策。”

今年 40多岁的文某，走私毒品被
判死缓，两个月前被押省女子监狱四监
区服刑，刚入监时不接受劳动改造，监
舍小组长、护监说她，她难以接受，与其
她人摩擦比较多……

“文某在看守所时有自杀史、有逃
避心理，比较好强！”李江玲说，“不摸清
其思想，管教工作就难有成效。”

在一番商议之下，文某个案矫治小
组成立。教导员王萍、副监区长常晓
娜、分队长口玉芳等几名管教一方面从
九监区（即入监队，所有服刑人员在接
受劳动改造前会在该监区接受监规纪
律教育）等渠道多个方面主动出击，了
解她的往日状况，一方面安排互监细心
观察她的行为。

“我们先后召开了几次矫治分析

会，并附上个案调研，分别把掌握到
的情况汇总，逐一分析梳理。”李江玲
说，通过细致的工作，她们渐渐地掌
握了帮助管教文某的途径。

原来，文某是湖北人，以米食为主，
生活上与别人格格不入；其抗拒表现系
自感“冤枉”，因其在“不知情”状况下被
老公欺骗着带了毒品。

“我们对其采取了包夹监护、提供
法律援助以及给予鼓励和支持等个案
矫治措施，甚至给她讲述了可以申请调
回湖北服刑的政策，从心理上给以宽
慰，尽量帮她适应改造环境。”李江玲
说。

慢慢地，文某认识到自杀是“干傻
事”，自暴自弃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表

现，她逐渐地认罪悔罪，接受了管教，不
仅人际关系缓和了一些，脸上偶尔也有
了笑容。

这仅仅是四监区干警“智慧”管理
的一个缩影。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听说我晕倒失去意识后，倪小琴
警官焦急地飞奔到我身边、大声叫我名
字，还采取急救措施以及事后叮嘱其它
服刑人员密切观察我的状况，面对这些
关照，我对爱有了新的理解！”四监区二
分队二组服刑人员彭某某说，“我打心
里感谢倪警官！”

创新管理教育方法，用爱心、恒
心、细心关怀感化广大服刑人员，用抄
写静心文字、情感渲泻、涂色释压等方
法使服刑人员在学习中缓解情绪、减
轻压力、陶冶情操，四监区的女干警们

的管教工作可谓入脑入心，效果显著。
“三年来，我们监区共转化顽危犯 32
人。”李江玲说。

授人贵以渔

今年三十出头的孙某某，14年前被
判死缓。“她入狱时属于文盲，让她学习
比劳动难多了！”四监区干警姚丽君说，
让她识字，她总会说：“文化课咱学不
来，还是让我多参加劳动吧！”

“你要明白，你不是苦力！”每次，姚
丽君都会苦口婆心地给她打比方讲道
理，激励她学习成长。为此，姚丽君还
把自己孩子的书和本子拿给她，逼着她
学习。慢慢地，她不但能看书，还给家

里人写起了书信。
通过四监区干警的耐心教育和心

理矫治，孙某某变成了全能工，不仅可
以做任何一道工序乃至一整件成衣，还
当上了小组长。多年来，经过积极劳动
改造，孙某某先后通过了几次减刑，并
将于明年3月出狱。

“从流水线作业到熟悉每一道工序，
从只会做囚衣到现在常规衣服都能做，
从当技术组长到管理技术和质量……李
某在监区时被一步步培养了起来。

凭借曾经在监区学到的手艺，出监
后的李某通过社会应聘，又回到了省女
子监狱。不同的是，她的身份变为服装
缝纫制版师，负责起整个省女子监狱的
样衣、工艺以及生产管理系统耗料的管
控工作。

领上了不菲的工资不说，她还利用
改款颜色不符或者边角废料等做起了
服装微商。让李某引以为豪的是，出狱
后，凭借自己辛勤的劳动，她不但买了
房和车，还和前夫、儿子相处融洽。

抢劫犯潘某刑满释放半年后，凭借
着监区所学的缝纫技能在社会上初步
站住了脚。感叹之余，她给监区寄来了
一封发自肺腑的感谢信鼓励监区服刑
人员学好缝纫技术，出狱后凭自己的力
量适应这个社会。

回忆往日，已出狱上班三年的李
某告诉记者，她现在已经不介意告诉
别人自己曾经犯过错。李某说，“四监
区干警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给了我
积极开朗的心态，是监区教会了我如

何获得幸福！”
有人说“犯人有期，狱

警无期”，这确实毫不夸
张！因警力不足或工作的
特殊要求,她们有的即使即
将退休，却依然坚守监管一
线；明明通讯已经发展到网
络时代，她们却依然不能随
时随地与朋友、家人交流；
明明可以享受国家二胎政

策，却不得不放弃想法……四监区老、
中、青三代虽各有工作中的辛苦和委
屈，但看到一个个服刑人员由此重获新
生，她们无怨无悔坚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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