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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前夕，宝鸡机车检修厂“青
阳”爱心服务队走进金台区敬老院开展
爱心慰问活动，使老人们深切感受到来
自铁路儿女的“孝心”。

“青阳”爱心服务队，系宝鸡机车检
修厂共青团优质服务品牌，由该厂电机
车间团支部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发起成
立。1973年，团支部组织青年志愿者开
始照顾社区孤寡老人郭昆玉夫妇，前后
共有600多名团员青年参加爱心服务，直
至两位老人相继离世。志愿者敬老爱老
的感人事迹，在陈仓大地广为流传。后
来，该志愿团队又走进宝鸡市金台区敬

老院，与3名孤寡老人结成“爱心对”，延
续起了四十余载的爱心接力。

活动当天，包括车间新入路青工在
内的六名志愿者，在了解“结对”包
保老人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情况
后，迅速开始了志愿服务工作。志愿
者们分工明确，有的为老人剪指甲、
打扫房间卫生；有的与老人拉起家
常，聊起了生活中的趣闻趣事。志愿

者还为全院 145 名老人献
上了精心准备的文艺节
目，使平日里清静的敬老
院一下子热闹起来。

投 身 公 益 活 动 的 同
时，也使铁路青工受到了敬老孝老教
育。采访中，爱心服务队队长李萌
说：百善孝为先，关爱老人，尊敬老
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全

社会的共同责任。敬老爱老的志愿服
务活动已经坚持了 45年，今后还会一
直接力下去，为更多的孤寡老人送去
温暖。 通讯员 马晓龙 李媛

9月 18日，肆虐南国的超强台风“山
竹”终于离开，但是中铁七局三公司承建的
广东韶关曲江大道项目附近的梅花河水位
还居高不下。

当日早上 7时 40分，该项目领工员白
民生像往常一样路过梅花河桥去工地上
班，突然他发现好像从上游冲下来一个
人。白民生来不及多想，一边大喊工友过
来帮忙，一边跳进湍急的水中救人。最
终，在众工友的帮助下，顺利把老人救上
岸。上岸后大家掺扶老人到工地磅房，工
地看守老谭拿来自己干净的衣服和鞋子
给老人换上，然后又给老人端来热水和煮
好的鸭蛋，体温慢慢恢复正常的老人情绪
渐渐平静下来。

不久，接到报警的警务人员赶到现场，
大家才得知，原来这位老人今年71岁，于9月

14日乘坐韶冶4路公交车在韶冶四村下车迷
路走失，家人焦急万分，寻找未果后报警。

大家把老人送上警车，望着徐徐离去
的警车，工友们向白民生竖起大拇指。

第二天，老人的老伴和女儿等亲友
来到工地，找到救人的白民生和他的工友
表示感谢，老人的女儿眼含热泪双手合
十不住道谢，白民生婉拒了老人的老伴拿
出的红包，他说：“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
的人，尤其是我们
四海漂泊的工程人，
常年远离亲人，更
能体会家庭亲人的
宝贵，我相信，这
种事谁看见了都会
去救的！”
通讯员 赵亮 李保绪

“山竹”走后，领工员救起落水者

新闻

本报讯（记者 兰增干）记者从9月20
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我省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以下简
称三北工程）40年来，三北地区森林覆盖
率 由 1977 年 的 12.9% 上 升 到 目 前 的
34.98%，绿色版图向北推进了400公里。

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王建阳在发布会
上介绍，按照国家总体部署，三北工程从
1978年开始，到 2050年结束，历时 73年，
分三个阶段（1978-2000年、2001-2020年、
2021-2050 年）、八 期（1978-1985 年 、
1986-1995年、1996-2000年，2001年后每
10年为一期）进行建设。范围包括陕西、
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山西、河北、北京、
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13个省

（市、自治区）的551个县（旗、市、区），总面
积406.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
42.4%。目前，正在实施五期工程。三北
工程启动伊始，我省就被列为重点省份。
40年来，建设范围逐步扩大，由最初的 49
个县（区）扩大到现在包括西安、宝鸡、咸
阳、铜川、渭南、延安、榆林、杨凌和韩城 9
市(区) 的 68个县（市、区），面积 12.19万平
方公里，涵盖了全省约 60%的土地面积、
70%的水土流失面积和100%的沙化、荒漠
化土地，是我省生态环境最脆弱、生态区位
最重要的地区，也是建设美丽陕西的重点
和难点地区。

据多年监测，我省沙化土地面积由工
程建设初期的 3600 万亩减少到当前的

2030万亩，流动沙地面积由 860万亩减少
到 5.3万亩，沙区植被覆盖率由 1.8%提高
到现在的60%，沙化土地面积大幅度减少、
危害程度极大减轻、沙化扩展趋势得到有
效控制，沙区生态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实
现了由“整体恶化、局部好转”向“总体好
转、局部良性循环”的历史性转变。

40年来，三北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积
极推进，大力开展花椒、核桃、红枣、沙棘等
干杂果特色经济林基地建设，努力为农民
脱贫致富奔小康作贡献。

据统计，工程区经济林面积由1977年
的 156.8万亩增加到目前的 3060万亩，农
民人均林果收入由 7.58元增加到 750元，
经济林已成为广大农户的支柱产业和重要

收入来源。
值得一提的是，三北工程造林绿化与

身边增绿紧密结合，以道路、渠岸、直观坡
面、城镇、村庄为重点，大力营造景观防护
林，切实改善城乡人居环境。

渭河沿岸、晋陕峡谷绿化任务基本完
成；包茂、连霍、福银、青银、青兰等主要高
速公路、国道省道、铁路沿线实现高标准绿
化，建成绿色长廊 4600多公里；1467个村
庄通过实施“三化一片林”绿色家园建设，
实现了绿化美化，宝鸡、西安和延安荣膺

“国家森林城市”称号，6市 40个县荣获中
省绿化模范市、县（市、区），形成了许多“村
在林中、林在村中，城在林中、林在城中”的
典范。

我省绿色版图向北推进4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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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正式对外公布了今年中秋晚会

的节目安排。今年的中秋晚会定名为
“2018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晚会”。
在5日举行的发布会上，节目组介绍，今年

“秋晚”将首次设置海外分会场，时长将由
原来的 120分钟延长到 150分钟，主持人
阵容也将扩展到9位。

海外两地设立分会场
今年中秋晚会定于中秋节当日，即 9

月 24日晚上 8点直播举行。今年的央视
“秋晚”亮点多、跨度大、形式新。总导演
李申、景欣用四个“更”字加以概括，即“更
深厚的传统文化，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更
浓情的团圆思念，更美好的中秋团圆”。

今年晚会主会场选定了山东济宁曲
阜。位于黄河之滨、泰山脚下的山东尼山
是中国儒家至圣先师孔子的诞生地，也是

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选择济宁曲阜
是对中华传统文化和儒家文明的弘扬与
尊崇。另外两个海外分会场为马来西亚
吉隆坡与澳大利亚悉尼，这是央视秋晚第
一次跨出国门在海外设立分会场。位于
东南亚的吉隆坡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
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节日习俗在当地的
华人华侨中保存良好。地处南半球的悉
尼华人华侨社团数量多、影响力大。“希望
月光下所有的思念在这一刻回家，也想兼
顾中国韵味和国际视野。”导演之一李申
解释设立海外分会场的原因时表示。

三个篇章秀传统文化
据介绍，今年央视“秋晚”将分为三

个篇章，分别是上篇“不舍昼夜”、中篇
“悠悠我心”和下篇“大道之行”，希望
彰显传统文化之美。晚会的时长由原来

的120分钟延长到150分钟，主持人阵容
也会相应扩展到9位。这些举措拓展了中
秋晚会的视觉空间，使古人诗中“千里
共婵娟”的浪漫想象转化成了现实中的
即视感，为节目内容的深化和表现形式
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延续往年歌会形式的设定，今年参与
的主要明星包括歌手杨坤、雷佳、尚雯婕、
霍尊、周笔畅、韩雪、成方圆，演员宁静、周
一围、杜江霍思燕夫妇、《水浒传》原班人
马、超模刘雯、京剧老生演员王珮瑜，以及
来自港台地区的容祖儿、许茹芸、苏芮、赵
雅芝母子等，分会场澳大利亚知名歌手
Lenka、马来西亚歌手茜拉以及哈萨克斯
坦歌手迪玛希等也将出席。

据悉，2018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秋
晚会将于 9 月 24 日晚 8 点在 CCTV-1、

CCTV-3、CCTV-4播出。
地方台晚会也出彩

由东方卫视、北京卫视、陕西卫视、凤
凰卫视首度联手制作的《汉风秋月——
2018中秋晚会》目前已在汉中市录制完
成。整台晚会亮点多、跨度大、形式新、演
员阵容强大，传递和表达了深厚的中国传
统文化。晚会的关键字是“汉风”，汉宫主
殿、水上栈道、中央舞台及战船上的鼓阵
依次擂响，表演气势磅礴，“大汉雄风”扑
面而来，晚会极具汉风文化特色，既有家
国情怀，也有花好月圆、温馨感动的亲情
画面。同时，还彰显了汉中的城市魅力。
据了解，该台晚会将于9月24日在东方卫
视、北京卫视、陕西卫视、凤凰卫视播出。

除此之外，还有以“天涯共此时”为主
题的湖南卫视中秋晚会。 （综合）

中秋佳节将至，各式各样的月饼上市，如何通过月饼
标签及感官来选购月饼？西安市食药监局发布月饼消费
提示。

看标识：标签信息要齐全。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预包
装食品标签标示应包括:食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和规格、
生产者和（或）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生产日期
和保质期、贮存条件、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标准代号
等项目，及其他需要标示的内容。

看配料：配料顺序有讲究。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食品中使用的所有食品添加剂都必须在配料表中注明，并
按制造或加工食品时的加入量，依从高到低顺序逐一排
列，加入量不超过2%的配料可不按照递减顺序排列。

看日期：生产日期要细看，保质期限需注意。正规渠
道销售的月饼，包装上会清晰标示出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看条件：贮存条件不可少，保存得当品质佳。按照法
规要求，预包装食品标签应标示贮存条件，贮存条件的标
示形式有：常温（或冷冻，或冷藏，或避光，或阴凉干燥处）
保存；按照贮存条件保存月饼，可保证其在保质期内的特
有品质。

看外观：包装破损不选购，感官异常不食用。质量好
的月饼外形应完整丰满、表面可略鼓，边角分明，不凹底、
不收缩，不露馅，不破裂。 （张毅伟）

近日，陕煤建设集团天工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兵分
多路积极深入基层，走访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干部职
工，祝福职工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 常艳强 摄

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为引导员工进一步了解
传统节日，传承民族文化，同时深入推进“家文化”
建设，中铁宝桥集团各级单位组织开展了送月饼、
读书会、篮球赛等多种形式的中秋节特别活动。图
为该集团实业公司女职工在工作之余以乐画为友，
茗茶为伴，共同迎接中秋佳节。 李学利 摄

情满中秋情满中秋月圆花好月圆花好

续结“爱心对”“青阳””暖中秋暖中秋

9月17日至18日，岚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出动执法
人员70人次，检查超市、小作坊20余家，抽检月饼12批次，
力保中秋、国庆“两节”食品市场质量安全。图为执法人员
在城区超市抽样送检月饼。 姚妞 廖霖 摄

9 月19 日，渭南市临渭区育红幼儿园小朋友
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月饼。

当日，该园开展“学民俗 迎中秋”主题活动，

小朋友做月饼、品尝月饼、分享月饼，体验劳动乐
趣，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喜迎中秋佳节。

通讯员 崔正博 摄

购买月饼要“五看 ”

9 月 19 日，国网西安供电临潼公司员工在兵马
俑、华清池检查用电设备及充电桩，为即将到来的

“中秋佳节”和“国庆节”保供电夯实安全基础。
潘世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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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去向公示牌 严明工作纪律

“三抓三促”筑牢廉政“防腐墙”

秦都机械化养护中心

本报讯（通讯员 袁育红）近期，咸阳公路管理局秦
都机械化养护中心为加强工作纪律，转变干部职工工作
作风，以干部作风问题排查整改工作为契机，严格各项
规章制度、请销假制度、上下班签到和外出人员登记制
度，并在办公室设立中心工作人员去向公示牌，将工作
人员的姓名、去向等内容全部公开。

通过去向公示，明确工作人员在岗、工地、因公外
出、休假等信息，每天由中心办公室定时更新去向公示
牌内容，一目了然，既避免了在岗不为现象的发生，也提
高了该中心的工作效率。

西安东车辆段党委

本报讯（通讯员 杜朝辉）双节来临之际，中国铁路
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东车辆段党委坚持“三抓三
促”主导思路，以提升党员干部思想认识、规范党员干部
行为为切入点，切实筑牢双节廉政“防腐墙”。

抓学习促知责。该段党委组织段中层及以上管理
干部重新学习集团公司纪委近期下发 3起典型问题查
处通报，并将集团公司“八个不准”要求以及新修订党纪
处分条例内容以动漫、连环画等鲜活的方式进行呈现，
提升党员干部学习效果。

抓教育促明责。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开展廉政警示教
育，通过观看廉政教育视频、听取违纪违规现实案例等方
式，让受教育干部职工在潜移默化中受到触动和熏陶。

抓监督促履责。该段成立以纪委、党办、劳人等部
门为主体的暗访检查组，分新丰、宝鸡、西安三个片区，
采取电话抽查、职工座谈、现场测评等多种方式，对节前
干部包保纪律执行、作用发挥、廉政要求落实等情况进
行督导检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连日来，
黄河中游部
分地区出现
持续降雨，位
于晋陕交界
处的黄河壶
口瀑布水量
增大，气势磅
礴壮观。

杨平
刘应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