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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元旦后的上班第一天，本报
多次报道过的安康市知名残疾人作家
王庭德通过微信、电话，向记者报喜：在
过去一年，他不但完成了长篇小说《这
个世界无须仰视》续篇的初稿，新创作
的诗歌集《葡萄架》也已完成定稿，将在
今年正式出版发行。同时想借助《陕西
工人报》，表达对安康市市长赵俊民的
深深祝福和敬意。

这份祝福和敬意由何而来？还得
从去年 5月的一个假日说起。那日，已
在安康市图书馆上班的王庭德吃过早
餐后，正在宿舍写写画画，一位快寄哥
的电话让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喂！王
庭德吧？有你的信件，来取一下。”

王庭德赶忙放下手中的活计，朝楼
下跑去。当他签收时，来信地址——安
康市人民政府，让他惊喜万分。原来，
在五一劳动节那天，他向赵俊民市长寄
赠《这个世界无须仰视》的时候，顺便汇
报了个人成长经历。

“没想到赵市长的回信会这么快。”
“赵市长会对我说什么呢？”带着强烈的
疑问和好奇心，王庭德一边往宿舍走，
一边迫不及待地拆开了信封，并难掩心
中的兴奋，大声念了起来：

庭德老师你好，来信及赠书收悉，
感谢你送我这份特别的“五一”节日礼

物。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也向你送
去美好的节日祝福！

认真阅读来信和《这个世界无须仰
视》，我被你的坚毅、奋斗、阳光、感恩深
深打动，你用自己困境中拼搏抗争、逆
境中砥砺成长的真实经历，为许许多多
身处不幸遭遇坎坷的人们，引亮了一条
迎难而战、不怯艰辛的奋进之路。特别
是在当前我市全面推进脱贫攻坚的生
动实践中，你身残志坚、顽强学习、自力
更生、追求幸福的进取精神，为我们“扶
贫扶志”提供了鲜活的教材、树立了榜
样。在此，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并以我
个人的名义，为你诚挚点赞！

磨石砺金，玉汝于成。得知你目前
在市图书馆工作非常敬业，“书友会”也
办得有声有色，我感到非常欣慰。希望
你继续发挥文学写作特长、做好道德模
范表率，用笔尖书写人生，用真情回馈
社会，讲述安康好故事，传播安康好声
音，立足工作岗位更好地服务公益事业
和安康发展。

最后，一句泰戈尔的诗送给你——
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
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承受心跳的负
荷与呼吸的累赘，乐此不疲——与你
共勉！

祝：工作顺利，幸福安康！

赵俊民
2018年5月4日

赵俊民市长的信如同一股春风，一
沐暖阳，让王庭德感到温暖、舒畅。他
告诉记者：“作为一名残障青年，市长能
在百忙之中给我回信，这是我连做梦都
不敢想的，能不感动吗？”

此后好几天，王庭德激动的心情久
久不能平复，图书馆的同事也都替他高
兴。馆长李焕龙感慨地说：“市领导百
忙之中给你回信，这是了不起的事啊！
庭德，今后你可要更加努力了。”

时至今日，王庭德依旧清晰记得与
赵俊民市长相识的情景。那是 2017年
12月11日，户外寒风呼啸，电子阅览室
尽管开着空调，埋头编辑单位微信公众
平台的他还是被冻得瑟瑟发抖。正在
此时，赵俊民一行在馆长李焕龙陪同下
走了进来。在听了王庭德的介绍后，赵
市长半蹲着身子与小王亲切交流。临走
时，鼓励他——“好好工作，好好创作！”

市长的关爱、厚望，让从小身残、
饱受冷眼的王庭德倍受感动和自豪。
他想：“无论何时何地，我都要将这份
鼓励珍藏在心底，感恩单位、珍惜岗
位，用心学习、潜心钻研，做好职责
内的每一件事。”

收到来信后，王庭德生活的勇气和

创作的力量更足了，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创作了近 200首诗歌，编辑完成了
第一部诗歌集《葡萄架》及长篇小说《这
个世界无须仰视》续集18万字的初稿。

在采访中，王庭德希望通过本报，
向赵俊民市长、李焕龙馆长以及一切关
心和支持他工作生活的人们送上深深
的祝福和敬意，以期通过自己的劳动和
奋斗回报社会。 本报记者 郝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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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50名候选人产生
■我国北方再添一条重要煤运通道朔准铁路
■去年省内电力市场化交易电量同比增长逾三成
■北京提高工会慰问标准生日慰问提高至300元
■即将到来的农历己亥猪年是平年共有35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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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先锋风采

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记
者 刘济美 黎云）自2019年1月1
日起施行的《军队文职人员管理
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
定》），根据军队特殊要求和文职
人员身份特点，对涉及文职人员
切身利益的具体事项进行了科学
合理、更为人性化的规范。

在工作制度方面，《规定》
明确文职人员应当遵守用人单位
的作息制度，工作时间按照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作时
间有关规定执行，对休息日和节
假日执勤以及执行其他任务的文
职人员，在任务结束后，用人单
位应当安排补休。

在训练制度方面，《规定》
明确用人单位根据实际需要，可
以组织文职人员开展队列、军事
体育等训练活动，训练活动可以
安排在下午工作（操课）时间的
最后 1小时进行，文职人员通常
不出早操。

在休假探亲制度方面，《规
定》明确文职人员休假探亲，参
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有关规定执行，执行军委下达的
重大战备训练或者非战争军事行
动等专项任务累计时间超过 6个
月的，经军级以上单位批准，执
行任务期间休息日、节假日未休
息的天数可以计入本人当年应休

假探亲天数。
在因私出境制度方面，参照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通
行做法，统筹考虑文职人员身份
属性和军队安全保密特殊要求，
《规定》明确文职人员可以利用休
假探亲时间出境旅游，因私出境
的文职人员应当向所在党组织提
出书面申请，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填写《军队文职人员因私出境审
查表》，逐级上报审批。文职人员
因私出境无正当理由不按期归队
的，从超期之日起停发工资和津
贴补贴，并根据军队有关规定给
予处分，其中连续超过15日的，视
为自动离职，予以解聘或者辞退。

陕西首次亮出国有资产“家底”
本报讯（高振博）记者近日获

悉：省财政厅公布了 2017年度我
省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首
次亮出我省国有资产“家底”。

据统计，截至2017年年底，我
省企业（不含金融企业）国有资产
总 额 36213.3 亿 元 ，负 债 总 额
24276.9亿元，所有者权益11936.4
亿元，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率
101.6%。金融企业国有资产总额
7636.6亿元，负债总额6479亿元，
所有者权益 1157.6亿元，国有及
国有控股金融企业资本保值增值
率104.2%。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
总 额 8202.2 亿 元 ，负 债 总 额
3107.2 亿元，净资产 5095 亿元。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中，全省土地
总面积 30843.6万亩，其中国有土
地 4966.2万亩，集体土地 25877.4
万亩；全省已发现各类矿产 138
种，查明有资源储量矿产91种。

按照中央和我省相关要求，

2018年以来，省财政厅会同相关
部门出台了我省国有资产报告实
施方案，并进行具体报告编制工
作。随后该报告经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该报告初步向全省人民报告了国
有资产的“明白账”，达到了国
有资产报告全口径、全覆盖的要
求。这也是我省建立国有资产报
告制度后，国有资产“家底”首
次亮相。

本报讯（郭军）记者从省国
资委获悉：截至 2018年 11月底，
我省 9个国企合力团共计对接产
业扶贫项目 124个，开工项目 100

个，其中建成投产项目 42个，已
投资金额达 91亿元；带动 16413
人就业，带动贫困户 19516户，国
企合力团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阶
段性成果。

自 2017年 5月国企合力团成
立以来，省国资委制定印发了《陕
西省省属企业产业扶贫实施方
案》《关于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的实
施意见》等，去年又制定了《省国
资委系统助力脱贫攻坚2018年度
工作要点》等，确保脱贫攻坚工作
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

国企合力团因地因企制
宜，结合贫困地区的资源特色
和产业优势，不断探索产业扶
贫新模式。

组建产业扶贫开发公司。按
照企业主体、市场主导的原则，国
企合力团成立了 5个产业扶贫开
发公司，注册资金合计7.65亿元，
帮扶当地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
业，增强贫困地区经济持续发展
能力；通过采取入股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方式，试点推进“企业+党
支部+集体经济组织+贫困户”的
产业扶贫模式。

设立产业扶贫发展基金。铜
川、商洛及榆林合力团不断探索
资源收益共享机制，出资 19.5亿
元设立了 4 只产业扶贫发展基
金，通过土地托管、牲畜托养和土
地入股等形式实现资产收益，拓
展贫困户脱贫增收渠道。

不断拓宽就业扶贫渠道。省
国资委明确要求各参扶单位要在
年度用人计划中留出 10%的工作
岗位，用于安置建档立卡贫困人
员就业；同时两次组织“就业扶贫
招聘会”，招录建档立卡贫困人员
1270人。

此外，商洛合力团还探索推
出“政府搭台+企业引领+基金支
持+农户联动”、增资扩股发展重
点产业、“企业投资、国家补贴、金
融支持、群众自筹”股权设置、基
金“三动三联合”4种扶贫模式；渭
南合力团以产业扶贫开发公司为
平台，走出了“产业扶贫开发公
司+地方政府+贫困户”的产业扶
贫新路子。

《军队文职人员管理若干规定（试行）》从四个方面维护文职人员权益

残疾人作家王庭德和他的市长朋友

《平凡的世界》，这部完成于
20世纪 90年代初的小说，以现实
主义的笔触刻画了中国改革开放
前后 10年间的巨大变化和普通
奋斗者的形象。

小说的创作者路遥，原
名王卫国，1949年12月1日
出生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
县王家堡村的一户贫苦农
民家中。7岁时，他被过继
给大伯，从此随大伯居住在
百里外的延安市延川县郭
家沟村。

“当时人们的生活都很
艰苦，路遥的养父母都是老
实、贫苦的农民，在当年吃
饭都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咬
牙凑齐学费，送路遥上了
学。”陕西省延川县路遥故
居负责人刘江涛说。

从最初的创作，到中篇
小说《人生》，再到史诗般的
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路
遥一生的创作，都深深扎根
陕北，从大地汲取营养，又
把自己奉献给黄土地。

路遥的好友、中国作协
会员曹谷溪说：“路遥酷爱
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爱
得如痴如狂。路遥曾说‘我这辈
子是离不开这块地方了，每看到
干涸的土地上冒出一个草芽，开
出一朵鲜花，我都能激动得泪流
满面’。”

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路
遥传》作者梁向阳说：“1983年，在
《人生》紧锣密鼓地筹拍电影之
际，他又在筹划长篇小说《平凡的
世界》。”

20世纪 80年代，中国
文坛正处于创作思想的转
型期。“但路遥认为，中国
的现实主义文学远没有达
到应有的高度，作家应该
记录中国现实的历史进
程。他说‘我要背对文坛，
面向大众’。这在当时是很
需要勇气的。”梁向阳说。

创作一部描摹现实的
“编年史”作品，准备工作
极其繁重。为了创作，路
遥阅读了大量书籍。为了
追求真实，他专程到煤矿
体验生活，并多次跟工人
一起下矿井。

1991年 3月，《平凡的
世界》获中国第三届茅盾
文学奖。路遥在获奖致辞
中说：“只要广大的读者不
抛弃你，艺术创造之火就
不会在心中熄灭。人民生
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
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

自禁地为此而歌唱。”
高强度的工作，拖垮了路遥

的身体。1992 年 11 月 17 日，路
遥在长期与病魔抗争后，在西安
离世。 （刘书云 姜辰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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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合力团投入扶贫资金91亿元

一封来自安康市市长赵俊民的回信，让该市知名残疾人作家王庭德
生活的勇气和创作的力量更足了。身残志坚的他坚信——“我相信自
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

安康市市长赵俊民（左一）在市图
书馆电子阅览室，与残疾人作家王庭
德交流。

本报讯（记者 鲜康）1月4日，省总工会2018年度
职工信访和法律援助工作会在西安召开。省总工会副
主席张永乐，省信访局、省司法厅、省律协相关领导出
席会议并讲话。

在听取了工作汇报后，张永乐指出，全省各级工会
信访干部要加强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党的群团工作、工会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
护职工合法权益；要认真学习劳动法律法规，为广大职
工答疑解惑；要强化疑难事案的研判机制，做到依法科
学维权；要上下联动形成合力，畅通职工利益诉求渠道；
要完善职工利益诉求平台建设，把信访事案落到实处。

2018年，陕西职工帮扶服务中心共接待处理职工
来信来访815件次，接待来信来访和法律咨询职工群
众 1494人次；接听并处置 12351维权电话 548通次；
处理主席信箱信访事项 16件；办理省信访局交办信
访事项14件。

省总工会2018年度职工
信访和法律援助工作会召开

本报讯（谢红江）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国工会
十七大精神宣讲活动在宝鸡好猫集团公司举行。

“把宣讲和文艺元素结合起来，采取职工群众喜闻
乐见的相声、歌曲等形式，寓教于乐，确保了中国工会
十七大精神在基层落地生根。”中国工会十七大代表，
宝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曹海芹表示。

宝鸡市总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0·29重
要讲话和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中，组织职工艺术家精
心创作编排了三句半《礼赞工会十七大》、相声《我爱我
家》、诗朗诵《我愿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歌曲《我
的工人兄弟》等文艺节目，组建了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
宣讲文艺小分队，先后深入秦川机床工具集团、中铁一
局五公司、东岭集团、青岛啤酒宝鸡公司、好猫集团公
司、宝运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宣讲，引领
学习活动往职工中走，往心里做，往实处落。春节前
夕，文艺小分队还将深入基层开展宣讲活动。

宝鸡市总工会

文艺小分队助力中国工会
十七大精神落地生根

本报讯（沈谦）记者从我省
日前召开的民用飞机产业链推进
会上获悉：2018年，省政府与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
深化国产民机产业发展合作等多
个协议，对全省民用航空产业发
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全省各
类民用航空产业项目建设生机勃
勃，成为吸引各方投资的“洼
地”，目前已累计带动投资 213.29
亿元。

重点民用航空产业项目建设
进展顺利。省内 20多家单位参
与配套的C919大型客机、AG600
水陆两栖飞机、ARJ21支线飞机
配套任务按节点顺利完成，保障
了各型号飞机的首飞成功。我省
承担的民机配套任务和生产规模
均位居全国前列。西飞民机公司
研制生产的新舟飞机实现了系列
化发展，目前在全球 18个国家的
近 300条航线上运营；新舟 700飞

机项目已进入工程化研制阶段，
计划2022年正式交付客户。省政
府和西安市政府近年来对西飞民
机公司新增股权投资 30亿元，同
时又多渠道筹措产业支持资金40
亿元，中央和地方形成合力共同
支持新舟 700 飞机项目加快建
设 。 陕 飞 公 司 研 制 生 产 的
8F200WA 型飞机首架机顺利交
付哈萨克斯坦，这对开拓“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航空市场

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我省在推进通用飞机、无人

机产业发展方面，也取得了积极
进展。西北工业大学无人机系统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西咸新区无
人机产业化基地和榆林靖边试飞
鉴定中心项目顺利推进。陕航集
团和西北工业大学合作建立的西
安爱生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陕
西大秦无人机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全省民用航空产业带动投资超213亿元

1月6日，铁路员工在对CR200J动车组列车进
行检测维护。

日前，被昵称为“绿巨人”的新型时速160公里
动力集中动车组——CR200J型“复兴号”列车正在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车辆段进行运
行前的静态和动态检测。据悉，该型号动车组将在
2019年春运前夕上线运行，同高铁形成优势互补，
为旅客提供差异化服务。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复兴号”新型动车组即将上线助力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