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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佳）芮国是我
国春秋时期的诸侯国，春秋中
期被秦所灭。1 月 2 日，记者
从省考古研究院获悉，位于澄
城县王庄镇刘家洼村西北的
刘家洼遗址就是芮国后期的
都城和墓地。至此，史书中的
芮国被完整地“找到了”。

省考古研究院刘家洼考
古队在这里进行了两年的勘
探与发掘，在遗址东区中部的
位置，发现了一个面积 10 余
万平方米的城址。考古队在
城址内采集到了陶鬲、盆、罐、
豆、三足瓮等春秋陶器残片，
还勘探出大量堆积的建筑材
料，以此判断这里在当时应该
是高等级人群居住区。

此外，在遗址的东、西两
区，勘探发现了密集的普通居
民区和墓地。已确认的墓地有
4处，共210余座墓葬和多个车
马坑，其中有两座带墓道的“中”
字形大墓（M1与M2），还有一座
不带墓道的大型墓葬（M3）。

两座“中”字形大墓均遭
严重盗扰，人骨不存，出土随葬
品众多。M1被盗后残留各类随
葬品总计240件（组），重要的包
括彩绘木俑、铜簋、2组10件编
磬、2套残存9件编钟，铜铎、漆

木建鼓、铁矛、大玉戈等。M2保存状况
相对较好，出土各类文物400件（组）。

钟建荣表示，刘家洼墓地的发
现，为研究东周时期关中东部诸侯
国的存灭概况，与北方其他民族的
交流，政治格局变迁，人群流动和地
方管理模式都提供了绝佳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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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 27 日上午，中
铁七局三公司工会在机关会议
室开展了 2018 下半年“书香生
日”活动。一篇励志短文、一

首经典诗文、一点人生感悟，
“寿星”们的分享让书香萦绕
生日会场，也让“家”的情意回
味悠长。 赵亮 曹迪 摄

本报讯（张松 喻东平）近日，全国水利风景区建设与
管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我省安康任河水利风景区、西
安曲江池·大唐芙蓉园水利风景区、西安护城河水利风景
区三个景区被评为第十八批国家水利风景区。至此，我省
已有42个国家水利风景区。

安康任河水利风景区位于安康市紫阳县，依托任河而
建，属于自然河湖型水利风景区。景区面积 42.5平方公
里，其中水域面积4.5平方公里。景区水质优良，群山连绵
起伏。

西安曲江池·大唐芙蓉园水利风景区位于西安市曲江
新区东南部，景区包括曲江池遗址公园和大唐芙蓉园两
部分，景区面积 126.48 万平方米，其中水域面积 53.71 万
平方米。依据地形、史料以及唐诗描述，以写意的手法再
现了曲江池·大唐芙蓉园的自然风光。成为西安城市现
代化建设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谐发展的成功典范。

西安护城河水利风景区位于西安市明城墙外侧，依
托西安护城河改造工程而建，属城市河湖型水利风景
区。景区面积 1.42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约 0.56平方
公里。通过实施护城河的保护、改造提升工程和水环境
治理等措施，形成了“墙林河路巷”五位一体的有机整体和
大气磅礴的古城水景，成为西安重要地标。

我省三景区获评国家水利风景区

本报讯（记者 鲜康）记者从中国铁路西
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自2019年1月5日
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西安
局集团公司开行旅客列车总数将增至
344.5对。其中，高铁188对，占列车总数的
54.6%，高铁运能将再次扩充。

此次调图后，将增开西安至杭州高铁1
对，全程运行 11小时 40分左右，比现有普
速客车的运行时间减少了大约 20个小时。
与现有西安至杭州高铁不同的是，这次调
图后增开的西安北～杭州东G2390/87/90、
G2389/8/9次列车，经由杭黄高铁线运行，沿

线分布婺源、黄山、千岛湖等 7个 5A级、50
多个 4A级全国著名旅游景区，被网友称为
串起“名城、名湖、名江、名山”的世界级黄
金旅游线。为了提高运力，西安局集团公
司将采取动车组重联运行，届时，从古城西
安去往这些文化名胜地将更加方便快捷。

在此基础上，西安局集团公司还根据
客流规律，通过升级车型、延长运行区段，
优化列车开行结构和运行时间。将西安北
～深圳北G828/5、G818/9次，西安北～上海
虹桥G362/59、G1932/3次列车，改为使用16
辆编组的 CRH380BL 型动车组，进一步释

放西安至深、沪方向的高铁运输潜力。同
时，将西安北～济南西G2052/3、G2054/1次
延长至威海，西安北～太原南D2508/17次
延长至原平西，西安～重庆 K1002/3、
K1004/1次延长至宝鸡始发终到，解决调图
前部分车站无经停列车的问题，更好地满
足旅客出行需求。

铁路部门提示，以上调图方案将于
2019年1月5日实施，旅客如需了解更多铁
路资讯，可登录 12306网站、中国铁路西安
局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博、微信查询，或关
注各大火车站公告，以便合理安排行程。

1月5日起铁路调图 增开西安北至杭州东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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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17种抗癌药降价并纳入医
保目录，因病致贫问题正在进一步得到解
决。”习近平主席 2019年新年贺词，让我们感
受到了民生政策切实落地带来的温暖。

2018 年 11 月 30 日，我省正式将阿扎胞
苷、西妥昔单抗等 17种抗癌药品纳入省级医
疗保险支付范围。政策落地一月有余，已有
不少患者从中获益。

2017年9月1日，陕西省省级医疗保险正
式将人社部36种谈判药品及需要特殊管理的
7种药品纳入特殊药品管理范围，加上此次新
增的17种抗癌药，目前共有60种特药被纳入
陕西省省级医保支付范围。截至 2018 年 12
月28日，据不完全数据统计，省医保特药总结
算 1017人次，总结算费用 1184万余元，其中
医保基金支付829万余元，个人支付355万余
元。特殊药品被纳入医保支付范围，为我省
成千上万个家庭带来生的希望。

2018年12月28日，记者分别走访了西安
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西安交通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采访了 3位用药患者，听他们讲述
特药政策实施前后的切身感受。

“进了！进了！贝伐珠单抗被纳入医保

特药管理药品目录了，现在可以报销了！”
2017年 9月 5日，邸尚志一家人坐在电脑前，
不禁喜极而泣。这是邸尚志自患病以来最开
心的一天。

今年56岁的邸尚志是西安水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妻子在医院工作，女
儿在设计院工作，一家人原本幸福美满。
2016年12月，邸尚志被检查出患有结肠肿瘤。

治疗过程是痛苦的。2017年1月，邸尚志
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了第一次
手术治疗，一个月后开始化疗。“化疗过程太
痛苦了，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全身疼痛，整
个人软弱无力。”邸尚志告诉记者，“更痛苦的
是，我的妻子和女儿因为陪着我接受治疗，好
多天睡不好觉，身体也垮了。看着她们这个
样子，我心里很难受。”

然而，与高昂的治疗费带来的痛苦相比，
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刚开始化疗时，主
治医师让我注射用的药品是尼妥珠单抗，两
周注射 1次，1个月两次为 1个疗程。当时全
部自费，3个疗程花了将近 20万元。”邸尚志
说，“3个疗程后更改了治疗方案,又做了 9个
疗程，花费大约18万元。从2017年10月到现
在进入巩固阶段，每 4 周注射 1 次贝伐珠单
抗，1次用药为3支，药品降价前每次注射费用
为 1.6万元左右，现在只需 6000余元，医保报
销后，个人支付不到2000元，注射一次就能节
省1.4万元。”

邸尚志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从 2017年
初开始化疗至今，使用特殊药品花费 50余万
元。再加上前期的手术费、化疗费，花费近百
万元。如今，随着特药被纳入医保、可以在医

院直接结算，邸尚志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更多
希望。他说：“现在，我注射的药可以直接报
销，这样每个月花费不到2000元，还不用跑多
余的路。我相信只要我配合医生治疗，我还
可以活很长时间，我要看着女儿结婚、生子，
我还要送孙子去上学。”

“家人和孩子的支撑，让我有了生存下去
的勇气。”31岁的李玲玲是一位 3岁孩子的妈
妈。2018 年 6 月 28 日，她被确诊患有乳腺
癌。恐惧、无助、绝望之后，她在家人的开导
下，开始直面病情，积极接受治疗。

“确诊后，我们经常会讨论病情，不避讳、
不隐瞒，想过治愈，也想过死亡。现在，特药
被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我们能用也敢用救命
药了。”李玲玲的丈夫张勇满怀信心地对记者
说，“国家的政策太好了，政府也落实得相当
迅速，这让患者及家属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了
实惠，看到了希望。”

张勇的妻子患病后，家里收入只靠他一
人，他承受着心理上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
妻子所用的抗癌药是曲妥珠单抗，1支 440毫
升，价格为 7000元左右，一个疗程要用 2支，
花费1.4万余元。就在张勇为医药费发愁时，
医生告知他，曲妥珠单抗被纳入医保支付范
围，并且可以直接从医院结算，十分方便。得
知这一消息后，张勇非常高兴，立即详细了解
了具体的申请、报销流程及报销比例。

“从2018年6月起至今，检查、化疗、用药

多次多项费用计算下来至少
有 20 万元了，报销 10 万元，
我们自己支付大约有 10 万
元。虽然往后治疗的日子还长，但国家的好
政策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我相信我妻
子的病情会好转。”张勇说。

“2018年 7月 1日起，用药患者可按特药
申报流程在医院申请用药备案，备案成功后，
可根据处方在定点医院或定点药店实时结
算。我们医院的用药患者在治疗时，医生都
会主动将这一政策告诉他们，有需要的我们
也会及时跟进、帮助。”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医保合疗办主任曹婷向记者介绍。

今年 69岁的陈福全，退休前是西安近代
化学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妻子也在同一家
单位上班。即使退休后，夫妻两人在西安也
属于较高收入的人群。

2017年 8月，陈福全感觉身体不太舒服，
随后在单位组织的体检中发现肝上有小肿
块，在反复检查后，他被确诊患有神经内分泌
肿瘤。这是一种罕见的肿瘤病。

因为陈福全的情况比较特殊，他肝上的
小肿块呈散片式分布，手术效果不佳，只能
用药抑制其增长。他的主治医师反复斟酌，
确定治疗方案首选奥曲肽注射治疗，28 天
使用 1支。

“我因病情特殊发愁，因药品紧张发愁，
因药价太高也发愁。医生让 28天注射 1支，

我考虑到经济负担，觉得这病发展慢，后面
用药时间还长，便在医生的许可下将用药间
隔时间稍微延长了几天。1 支 30 毫升的奥
曲肽费用是 1.3万元左右，从 2017年 12月到
2018年 11月，我注射了 10次，花费将近 13.2
万元。”陈福全感慨地说。

2018 年 11 月 30 日起，奥曲肽作为 17 种
抗癌药之一被纳入陕西省医保支付范围，现
在不仅价格降低很多，还可以通过医保报
销。“我真是太激动了，降价后的奥曲肽是每
支 7911 元，医保报销后我只需支付 2927 元
就可以了。我一下子觉得思想负担轻了很
多，心情也好了。”陈福全说。

“用奥曲肽的患者很少，而且这种药需
要低温保存，医院一般没有存药，需要患者
去销售特殊药品的定点药店购买。”陈福全
告诉记者，“以前去定点药店办理报销的手
续比较复杂，现在用药，在医院通过备案后，
医院就会联系医药公司送药上门，患者可以
直接结算，其他手续由医药公司办理，极大
地方便了患者。”

“特殊药品被纳入我省医保支付范围，
让更多患者能用到治疗效果好且副作用小
的特殊药品，让他们不再因为药品价格高昂
对治疗望而却步，或因病致贫，有效缓解了
患者及家属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使
治疗效果更有保障。”西安交通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主任李思孝教授说。

（王婕妤 刘佳慧）

特殊药品两年花费50余万元

邸尚志

能用也敢用救命药了

李玲玲

不再为长期治疗发愁

陈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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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年如一日，每天早上 6 时许，公交
车都会准时停在村口，接上盲人张喜平，
将他从长安区顺利送到回民街卖鸡蛋。

为养家糊口
盲人卖鸡蛋30多年

54 岁的张喜平家住西安市长安区马
王街办马王村，是一名盲人。

“我 20岁起就以卖鸡蛋为生，一卖就
是 30 多年。”多年来，张喜平从附近村子
收购鸡蛋，运到市区出售，挣个差价养活
自己和家人。如今，他家里有一位老母
亲，收养的女儿已经出嫁。

“最早的时候坐火车去火车站卖，后
来没了火车（1991 年），就坐公交去回民
街卖。”张喜平说，因为自己看不见，做生
意并不容易，为了方便称重，他让家人给
秤上的刻度贴了胶带，靠着手摸来确定重
量，收钱也是一样，全凭手摸。好在现在

有了微信支付，收钱更方便了。
张喜平卖的鸡蛋都是前一天养鸡户

送来的，第二天一早他再拿出去卖，保
证新鲜度。“新鲜鸡蛋分量重，碰一碰是

‘砰砰砰’的声音。”由于张喜平从来不
卖陈鸡蛋，回民街不少饭店都从他这儿
买鸡蛋，卖不完的他就转街零售。

张喜平觉得，能靠劳动增加收入，减
少社会负担，日子过得挺开心。

公交车接力帮助
将他从长安送到钟楼

对张喜平来说，卖鸡蛋最不方便的
一点就是交通。他每天带着两大筐三
四十公斤鸡蛋走老远的路，利润只有几
十元，能选择的交通工具只有公交车。
好在公交司机和车队的照顾和帮助，这
些年他原本遥远的路途变得很顺畅。

每天早上 6 时许，张喜平推着三轮
车将两筐鸡蛋从家运到村口，卸下鸡
蛋，三轮车放在旁边，几分钟后就会有一
趟公交车停在村口，司机或乘客帮他把
鸡蛋抬上车，母亲起床后再将三轮车推
回家。“村口本来没有站，公交车为了照
顾我特意停下的。”

“以前乘坐 302 路能直接到钟楼，302
缩线了就倒 405，后来 405也缩线了，现在
就倒 26 路。”张喜平说，他坐 302 路到了
合生国际站，司机帮他把鸡蛋卸下来，在

原地就有 26路公交司机接力，再帮他把鸡
蛋抬上车，一路送到钟楼北站。他在钟楼
附近朋友家寄存了一辆平板车，这辆平板
车就是他转街卖鸡蛋的交通工具。

推着平板车，手里拿根棍子探路，张
喜平每天都穿梭在回民街里卖鸡蛋，他
曾经摔倒过，打碎过鸡蛋，但更多的时候
会遇上好心人帮他指路，还有人只买几
个鸡蛋却硬塞给他几十元钱。为了省
钱，张喜平舍不得在外面买饭吃，往往买
个饼垫垫，晚上回家再和母亲一起吃饭，

“有那些钱能和母亲吃得很好。”
车队称“他的精神对我们是一种激励”

为了表示对公交司机和车队多年帮
助的感谢，2018 年 12 月 28 日，张喜平将
两面锦旗送到了位于合生国际附近的
302路公交调度站和 26路公交调度站，锦
旗上写着“爱心车队，情暖人心”。

“衷心感谢公交司机、车队全体人员
对我的帮助，希望好人一生平安。”张喜
平说，这些年他在外面做生意得到很多
人的帮助，前一段时间生病住院，有一名
姓潘的公务员得知他的情况非给他 200
元钱，前几天在公交车上一位大嫂给他
塞了 50 元钱，回民街的店铺也都很照顾
他，这些都让他非常感动。

302 路公交车队队长师震 2011 年来
到该线路，据他回忆，刚来老队长就给他

交代了张师傅的事，叮嘱他要照顾好张
师傅。27 年来，302 路车队司机们每天准
时准点接送张师傅。因为张师傅家附近
没有站点，司机们就特意停在张师傅家村
口，为此有的乘客提出过疑问，司乘人员
们都会认真解释，也都得到了乘客的理解。

“他的毅力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师震
说，张师傅多年如一日进城卖鸡蛋，一般
人很难坚持下来，开职工大会时他们时常
以张师傅的故事来激励教育员工，做好本
职工作，为乘客提供优质的服务。

26 路公交车队队长陈葳说，因为其
他线路改线，一年前张师傅开始乘坐 26
路公交车，因为他们刚好可以和 302 路
对接上，司机们发车前就先把张师傅接
上，帮他把鸡蛋抬上车。“那一筐鸡蛋非
常重，很多司机第一次抬差点闪到腰，
大家都很惊讶，张师傅可是坚持了 30 多
年，他的精神对我们是一种激励。”陈葳
说，到了钟楼有时
候后面排队车多司
机没法下车，不少乘
客就主动帮助张师
傅抬鸡蛋，而且从来
没有任何乘客抱怨过
鸡蛋筐占地方。

文/ 赵瑞利
图/ 刘永社

从乡村到闹市 长安盲人贩售鸡蛋自立自强
27载始终如一 西安公交热忱相帮彰显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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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婷婷）2018年12月31日，国网
榆林供电公司首次突破月售电量 15.17亿千瓦时，同
比增长15.26%，创下历史新高。

2018年，该公司全面推进供电服务提质提效，
通过简化办电手续、压缩接电时限、提升线上办电
率、降低接电成本、转变服务观念等五方面为客户
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供电服务。推进履行“136”
服务举措（一延伸、三承诺、六公开）、强化服务创
新、压减流程环节、减少接电时间、实现客户“一次
都不跑”或“最多跑一次”。做好大客户咨询服务，
向客户提供多样化、差异化综合能源解决方案，用

“贴心”的服务，让客户在用电业务办理过程中感受
到“舒心”“省心”。截至目前，该公司在2018年总共新
增高低压客户16931户、容量总计 154.09万千伏安。

月售电量首次突破15.17亿千瓦时
国网榆林供电公司

本报讯（通讯员 牛高荣）日前，特能集团庆华公
司收到“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接收单位通知，自2018年
12月 31日起，物业接收企业将实现独立自主运行。
至此，庆华“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相关程序已完成。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
关于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
指导意见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庆华公司认真推进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按照“先移交后改造”
的工作要求，“三供一业”所涉及的维修改造工作由
西安华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相关管
理职能移交至西安华衡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西安华弘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进行服务管理。

“三供一业”完成物业分离移交
特能集团庆华公司

本报讯（通讯员 谭永良）连日来，陕北地区气
温骤降，温度达到了零下 17 摄氏度，中国铁路西安
局集团有限公司绥德供电段管内隧道漏水结冰处
冰棱剧增，如果冰棱触及供电线索，引发短路，便会
影响安全供电。为此，该段采取明确重点区段、完
善打冰制度、强化现场控制、加强信息反馈等方式，
确保供电安全畅通。

该段组织专业人员对管内 160 座隧道进行全
面摸排，确定宝塔山、关路坡、羊马河等 19 座渗水
隧道、150 处结冰点，按照区间、公里标、悬挂点进
行详细统计，分析现状、预想风险，结合往年隧道
结冰经验，确定打冰关键处所，细化制定打冰方案
和防范卡控措施，全力防范冰患的发生。

打冰除雪确保供电安全
绥德供电段

本报讯（通讯员 丁茜 左东宁）2018年 12月 28
日，咸阳宝石公司第八次科技大会隆重召开。大会
全面总结了公司 2015 年以来科技工作取得的主要
成绩，表彰奖励为公司科技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先
进科技工作者和科技创新成果，安排部署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科技工作。

与会领导向获奖的先进科技工作者、优秀科技创
新成果、专利奖、标准奖、优秀科技论文获奖者的代
表，颁发了荣誉证书。

公司总经理王渝怀介绍说，近年来，面对行业竞
争日趋激烈、市场形势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公司广
大科技工作者勇立潮头、攻坚克难，瞄准行业发展趋
势、适应市场变化需求、满足用户需求，持续开展新产
品、新技术、新工艺研究攻关，取得了显著成效。

表彰奖励先进科技工作者
咸阳宝石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