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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过去，看今朝，地覆天
翻。党领导农民富，奋勇向前。
改革开放好哩，城乡面貌全变
……”63岁的陕北说书民间艺人
贺治财手拨三弦，绑在小腿上的
甩板敲出清脆的节拍，曲调悠扬、
韵律绵长的节目引得 100多位乡
亲凝神观看。一曲终了，才想到
拍起巴掌。

这是日前发生在志丹县义正
镇稠树梁村的一幕。来自志丹

“文化轻骑兵”民间说唱志愿服务
队的十几名志愿者，应当地村民
之邀，前来表演自编自演的节
目。如今，这样由群众“点单”、志
愿者送文化活动到群众身边的场
景，每周都在志丹的沟沟峁峁间
上演。

志丹县位于黄土高原腹地，
是刘志丹烈士的故乡。当地红色
文化底蕴深厚，剪纸、刺绣、秧歌、
民歌等民间艺术形式十分丰富。
不过，在过去一段时期里，由于种
种原因，传统文化艺术也曾遇冷。

“过去，虽然我们也经常组织
文化活动下乡，但更多时候是我
们主动‘派餐’，甚至是为了完成
上级下达的任务。群众需要啥、
想看啥，我们并不了解，有时候演
员比观众还多。”担任志丹县文化
馆馆长已近 9年的胡佐奇对此深
有感触。

最近，一场改革试点工作徐
徐展开。10月 31日，志丹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挂牌成立，成为
全国 50个试点县市区之一。作

为文明实践的重要载体，一同成
立的还有 1支“文化轻骑兵”志愿
服务队和21支分队。

志丹县文明办主任高伟说，
“文化轻骑兵”志愿服务队由文化
能人、非遗传承人、文艺工作者和
民间艺人等组成，整合了全县的
文化资源，涵盖摄影、书法、说唱、
朗诵、舞蹈、器乐培训等诸多领
域。“和以往相比，一大变化在于
将公共文化服务传统的‘派餐’模
式，改变为百姓的‘点餐’方式，不
断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在志丹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的文化活动“菜单”上，诗词朗
诵会、剪纸进校园、民歌大舞台、
经典电影展播、党史专家讲党课
等“文化佳肴”十分丰富。群众通
过设在村子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点餐”，县里统一调配志愿服

务队“接单”“送餐”，把文化活动
送到群众身边。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随着宣
传力度的不断加大，群众的文化
需求被激发出来。县文化馆的民
间说唱、非遗传承和魅力舞蹈 3
支‘文化轻骑兵’志愿服务分队成
立以来，不到两个月时间，已经开
展‘送餐’演出 10余场，反响都很
热烈。”胡佐奇说，这样的演出频
率是过去难以想象的。现在，还
有 7个村在等着他们的演出，“档
期”有些排不过来了。

一冷一热之间，老馆长有了
自己的思考：“过去我们的节目内
容老、更新慢，和群众生活有距
离，吸引力自然有限。”而今，“文
化轻骑兵”志愿服务队的成立，激
活了全社会的资源，许多隐藏在
民间的艺人、歌手也纷纷加入其

中。众人拾柴火焰高，节目更新、
内容更贴近生活了，有的艺人还
通过抖音、快手等软件做演出直
播，老艺术正在不断萌发出新的
魅力。

“我们身上也有压力。现在
群众热情这么高，咱要是来来回
回就那么几个节目，自己都说不
过去。”刚刚加入“文化轻骑兵”志
愿服务队、正在志丹县文化馆排
练新歌的民间歌手万建斌说。

一些曾经冷冷清清的文化单
位又重新热闹起来。在志丹县文
化艺术培训中心的活动室里，演
员们正在为下一场下乡演出紧张
排练。“社会主义新时代，文明实
践要展开。浩荡春风扑面来，融
融暖意入心怀……”音乐快板声
声悦耳，歌声悠悠飞出窗外。

（陈晨 李浩） 编辑：章琦 版式：王青 校对：赵院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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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主持召开常务会 解决企业“注销难”问题
■公务员法首次修订:“非领导职务”表述将成历史
■四部门：废钢铁等8类固废7月起限制进口
■国家邮政局：预计今年完成快递业务量600亿件
■央行扩大定向降准覆盖面 小微企业迎来新支持
■5日23时39分“小寒”：时处二三九 年中最冷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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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办、国办印发《关
于做好2019年元旦春节期间有
关工作的通知》，指出组织好正
常的党团、工会活动，保障干部
职工按规定享有的正常福利待
遇。近年来，每逢元旦春节，两
办都明确要求保障干部职工按
规定享有的正常福利待遇，可
谓说到了干部职工心坎上。

自古以来，春节、端午、中
秋等传统节日，邻里亲朋间馈
赠一点手信，是寄托一份真切
祝福、传递一份浓浓情意。新
中国成立初期，柴米油盐、文娱
活动等过节福利贴补了人们物
质精神生活。改革开放以来，
干部职工福利制度历经改革，
更好发挥着凝心聚力、团结前
进的重要作用。可以说，正常
节日福利在人们心中有着深厚
的情感根基，机关、企事业单位
在传统节日发放正常福利，赓
续的是文化传统；职工婚丧嫁

娶按规定聊表慰问，契合的是
相互关心、亲密合作的“家文
化”，具有凝聚人心的仪式感。

但是，一段时间里，在一些
地方一些单位，原本礼轻意浓
的过节福利出现了走样变味，
节日福利在一些单位成了奢靡
之风乃至贪污腐败的挡箭牌，
群众意见很大。中央重拳反
腐，八项规定剑锋所指，不正当
的福利逐渐销声匿迹。但有的
单位也出现曲解政策、无限缩
紧职工福利待遇的倾向，一些
领导干部错误地将八项规定与
职工合法权益相对立，为了不
惹麻烦干脆来个“一刀切”，正
常福利一律停发。这种矫枉过
正的做法，与关爱职工、鼓舞人
心、激励干事创业的福利制度
安排并不相符。

从这个意义上讲，两办连
年发文，不断明确“保障干部职
工按规定享有的正常福利待
遇”，是对中央精神的贯彻，是
对曲解规定的警示。今时不同
往日，早已不是“盼着过节物资
打牙祭”的时代，大多数人在意
的其实不是过节福利本身，而
是附着在正常福利上的归属

感。推动正常福利回归，光明
正大将“温暖”送到位，恰是担
当作为的表现。

必须明确的是，保障按规
定享有正常的福利待遇，绝不
是给整治不良风气“踩刹车”，
而是要划清正常福利和灰色

“腐利”的界限。江苏规定节日
慰问品不超 1800 元，上海要求
发放节日慰问品需附本人签收
清单，江西明确不可发放现金、
购物卡等……全国各地工会明
确正常福利标准，划定依规发
放红线，让福利规范起来、透明
起来。以社会公平角度观之，
从任性福利到规范福利，从隐
性福利到显性福利，是福利规
范化、透明化的大势所趋。严
格执行标准，才能保证该发的
正常福利，一个都不能少；不该
发的“腐利”，一个都不会发。

引导合理福利预期，规范
正常福利发放，是打造健康政
治生态的需要，也是培育成熟
社会心态的需要。从把正常福
利堂堂正正发到位等具体事项
入手，让规则的每一寸边界都
清晰明朗、深入人心，风清气正
就会不断得到巩固和深化。

保障正常福利也是担当
·李思辉·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记者 罗沙）最高人民
法院 3日发布《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于 2019年 2月 1
日起施行。

据了解，该司法解释针对近年来建筑市场的新
变化、司法实践的新问题、管理政策的新突破，就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效力、建设工程价款结算、建设
工程鉴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和实际施工人
权利保护等问题作了规定。

在实际施工人权利保护方面，司法解释明确规

定人民法院应当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第
三人；规定要在查明发包人欠付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
人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后，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
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同时，司法解
释还规定实际施工人有权对发包人提起代位权诉讼，
以期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工等建筑工人权益的保护。

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损失赔偿数额的认
定，司法解释规定，对于损失大小无法确定的，一方
当事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建设工期、工
程价款支付时间等内容确定损失大小的，人民法院可
以结合双方过错程度、过错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等
因素作出裁判。

关于借用资质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民事责
任，司法解释规定，缺乏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借用有资
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发
包人有权请求出借方与借用方对建设工程质量不合格
等因出借资质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司法解释规
定应依照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建设工程价款
范围的规定确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将承
包人应获得的利润也包括在内。为加强对农民工等建
筑工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司法解释还对承包人处分建
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了限制，规定发包人与承包
人约定放弃或者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
损害建筑工人利益。

当好全省工会系统的排头兵
力争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月
3日，省总工会听取西安市总工
会班子工作汇报。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郭大为
主持会议并讲话。郭大为强调，
西安市总工会多年来工作成效
明显，要巩固提升，创新作为，当
好全省工会系统的排头兵，力争
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会上，西安市总工会首先宣
读了西安市委、市政府对省总工
会的感谢信，并就2018年工作情
况和 2019年工作打算作了专题
汇报。省纪委驻省总工会机关
纪检监察组组长席金峰，省总工
会副主席张永乐、张剑、赵霞，省
总工会女职委主任李秀华、经审
委主任刘伟等参会并发言。

在听取工作汇报后，郭大为
指出，西安市委、市政府的感谢
信，是新年“情书”，字里行间饱
含深情厚谊，听后倍感温暖、信
心倍增。近年来，在西安市委和
王永康书记的带领下，西安各项
工作取得长足进步。西安市总

工会要紧扣大西安建设，多干党
委想干的事，多帮政府干好正在
干的事，干好职工心中想的事，
积极贡献工会智慧和力量。

郭大为强调，总结是为了干
得更好，遇大事与基层商量，商
量得越多越充分，工作就能干到
点子上，这要形成制度。从今年
起，每一季度都要召集各地市工
会主席，召开工作例会，加强工
作联系和沟通，相互学习，推动
工作。全省工会一盘棋，各地市
工会的工作干得好，全省的工会
工作就干得好，地市工会打造的
工作品牌，就是全省工会的工作
品牌。

郭大为强调，工作突破在于
创新，省会城市工会就要有省会
城市工会的样子，要把握时势，
善于观势、谋势、造势，及时掌握
全总工作要求，及时关注全国工
会态势，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局
下行动，抓好试点，多做特色活，
建设职工之家，铸就工会铁军，
助推高质量发展。

郭大为在听取西安市总工会班子工作汇报时强调

加强保护建筑工人权益
最高法发布建设工程新司法解释

志丹：有了“文艺轻骑兵”“老文艺”焕发新魅力

四十年来家国·改革开放巡礼

元旦期间，陕西化建公司380名干部职工冒着零
下17度的严寒，坚守在陕西延长石油榆林能源化工综
合利用项目一期填平补齐项目建设岗位上，力争春节
前如期实现“完成总工程量40％”的目标。图为施工
人员召开质量安全班前会。 陈练斌 摄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1月 3日，由省商务厅、省
总工会、团省委、省侨联联合主办的 2019西安首届进
口商品购物节在丹尼尔奥莱国际负一层中厅启幕。省
总工会副主席张永乐出席。

据了解，购物节将持续到 2月 2日，参展商品以一
般贸易商品为主。严格的海关监管程序和许可备案查
询办法，保证了商品均为正品。职工持工会会员卡、工
会服务卡购物可享商品售价的3-7折优惠。此次购物
节的商品涵盖日用百货、休闲食品、个护美妆、母婴用
品、酒水饮料等 6大类。其中，有来自法国、德国、智
利、意大利等国家的红酒、洋酒和啤酒，有来自日韩的
个护美妆，有来自澳新的奶粉、蜂蜜，有来自东欧国家
的粮油以及跨境专区的保健品、护肤品等，可充分满足
消费者对商品质优、价廉的需求。购物节将线上线下
同步举行，“京际通全球购”等多家线上平台同步展示
商品信息，方便消费者购买。

2019西安首届进口商品购物节启幕

职工持工会会员卡、服务卡
购买商品可享折扣

本报讯（毛浓曦）
近日，记者从西安市总
工会获悉，2019年“春
运”期间，西安市总工
会联合西安市交通运
输局、西安火车站共同
开展第七届“农民工平
安返乡活动”，对乘汽
车、火车返乡的农民工
提供帮助。

帮助农民工及时
购票是活动的首要内
容。西安市总透露，西
安火车站 1 号售票厅
及陕西省西安汽车
站、纺织城客运站、
城南客运站、城西客
运站、城北客运站、
三府湾客运站、西安
市汽车站等 7 个汽车
客运站将分别设立

“农民工（务工）团体
购 票 窗 口 （ 服 务
点）”；对于外地返乡
农民工较多、规模较
大，一次性购买同一
方向、同一车次 30张
以上票的基层单位，
可以通过主动联系火
车站、汽车站，由车
站安排工作人员上门
售票；有条件的基层
工会，可以组织志愿
者帮助农民工通过手
机、电脑网络等多种渠
道购票。

西安市总要求各
区、开发区工会要广泛
摸底，及时了解掌握辖
区各基层单位农民工
返乡时间，在重点工程
项目、农民工集中的商
贸、物流市场等采取多
种形式，为辖区内返乡
地点集中的农民工统
一包车、集中欢送；各
基层单位工会对农民
工人数较多、返乡时间
和流向一致的，集体包
车集中返乡，或安排农
民工统一前往火车站、
汽车站乘车；在火车
站、汽车站进站口设有

“农民工绿色通道”，单
位工会组织农民工到
车站集中乘车的可由
车站提供方便、快捷的
乘车服务。

亲情化服务也是
活动的重要内容。火
车站、汽车站等站点将
设立“亲情服务点”，现
场帮助返乡农民工解
决临时遇到的困难或
突发性事件。春运首
日将开展一场“关爱农
民工，温暖回家路”亲
情化特色服务活动，现
场提供春联、福字、政
策宣传、法律服务以及
为农民工提供一些临
时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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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美书）1月3日10时26分，由航天科技
集团六院研制交付全部动力的嫦娥四号探测器，经过
42万公里天际旅行，成功登上月球背面，标志着人类
探测器首次在月球背面软着陆。

据了解，这是航天六院第五次为嫦娥卫星提供全
部火箭发动机和空间推进系统。在前四次飞天奔月的
征程中，航天六院研制提供了近 200台各种型号的火
箭发动机。从单台推力75吨主动力大发动机，到推力
1公斤的空间推进发动机，让嫦娥四号探测器在登上
月球背面的每一步都稳妥可靠。

航天科技集团六院

精准动力助推嫦娥四号
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强刘强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