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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蔺娟 任伟锋）记者从空
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获悉，该院日前
完成一例 3D打印腓骨远端（外踝）假
体治疗创伤性外踝缺如手术。利用
右侧腓骨数据，设计打印出个体化腓
骨远端（外踝）假体，不切取自身骨组
织，通过一次手术修复左侧腓骨远端
（外踝）缺损。

据介绍，63 岁的河南患者王某，
工作时意外严重创伤，造成左胫骨开
放骨折、腓骨远端（外踝）以及左小腿
远端外侧软组织大面积缺损，左腓骨

远端（外踝）骨性组织丢失已无法修
复，正常行走功能严重受限。术前，
手术团队经精密计算机辅助设计、影
像学数据镜像反求和钛合金 3D 打
印，制作出可以与胫骨远端、距骨外
侧关节面解剖对位，并与腓骨远侧骨
折端有效嵌合的人工腓骨远端（外
踝）假体，并顺利完成这项高难度的
3D 打印腓骨远端（外踝）假体治疗创
伤性外踝缺如手术。

目前，患者术后全身状况良好，已
顺利出院，正在进行积极的功能锻炼。

西京医院用3D打印技术完成高难度手术

我省集中宣判一批涉黑涉恶案件
本报讯（刘争远）按照陕西省高级

人民法院的统一部署，近日，陕西法
院系统集中公开宣判一批涉黑涉恶
犯罪案件。

为扩大打击声势，陕西法院利用
一周时间对全省法院涉黑涉恶案件
进行集中宣判。陕西省宝鸡市、渭南
市、安康市、榆林市、汉中市辖区法院
分别对 7 起 67 人涉黑涉恶犯罪案件
进行了公开宣判。

据了解，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展以来，陕西高院精心组织实施，将扫
黑除恶工作推向制度化、规范化、常态
化。全省法院加强与公安、检察机关
的信息沟通，及时摸清底数、逐件登记
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对涉及黑恶势力
犯罪案件优先审理、快审快判。坚持
依法从严方针，对黑恶势力头目、骨干
分子及其“保护伞”出重拳、下重手、零
容忍，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

都市“夜校”：国人生活新追求
据新华社电 近年来，随着物质生

活不断丰富，越来越多上班族利用闲
暇时间，参与绘画、烘焙等各类培训班
充实业余生活，更加追求生活品质的
消费习惯正在我国悄然形成。

陆娟家住甘肃省兰州市。白天，
坐在电脑前，她是一名普通的国企文
员；晚上，穿上画裙，她变身为一个学
习油画的“学生”。几支画笔、数管颜
料，在老师的指导下，36岁的她开始给
画布逐层上色。

“平时，我觉得从家到单位这种两

点一线的生活太平淡了，学油画是想
给生活增添一些色彩。”陆娟说。

事实上，这两年，包括绘画在内，
烘焙、花艺培训等品质性服务愈发走
俏。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到西
安、兰州等西部城市，针对成年人的品
质性服务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国人的
品质消费能力大大提升。

去年，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发布的一
份报告显示，国人对生活必需品消费增
速放缓，而能够体现生活品质的体育、
娱乐和健康保健类等消费增速提升。

1 月 5 日晚，大荔县
电视台主办的“美秦杯”
首届少儿春节联欢晚会隆
重举办，来自全县20多家
学校、幼儿园和培训机构
的300多名少儿和老师同
台参演，用欢快的舞姿、甜
甜的笑容，将浓浓年味带
到了观众们的身边。

李世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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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6日，位于未央路东，与西侧城市
运动公园遥相呼应的西安第一个没有建
围墙的公园——开元公园正式向市民开
放。西安市城市管理局同时启动“第三
方”运营启动仪式，标志着开元公园进入
到“建养共重，以管为主”的新阶段。
2019年，西安市计划新建绿地广场 65个，
提升改造 40 个老旧绿地广场，新开工建
设主题公园 3 座。全市各类公园逐渐拆
除围墙，今后全市公园将全部免费开放，
使公园变成城市的大花园、真正把城市

“种”在自然里。

西安今年将新增65个绿地广场

据西安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全市向公众开放的公园共计 82
个，其中没有围墙且全面开放的 62个，有
围墙但免费的 17 个，有围墙且收费的 2
个，没有围墙但收费的 1 个，去年底纳入
围墙拆除和免费开放的公园共计 20 个。
计划 2019年 12月底前拆除围墙的公园共
4个，分别是劳动公园、环城公园、凤凰池
生态谷和汉城湖风景区。

为了加快推进生态园林城市建设，改
善生态宜居环境，提高市民绿色福利指
数，西安市 2019 年计划新建绿地广场 65
个，提升改造 40个老旧绿地广场，新开工
建设主题公园 3座。其中，曲江新区将建
设主题公园 2 座、西咸新区建设 1 座。并
对各区县、各开发区以及西咸新区进行
了任务分解。年底对各单位任务指标完
成情况，按照建设规模进行“双标准”考
核验收，对建设补贴按西安市政府相关
文件标准执行。

西安市城市管理局要求全市城管系
统各单位快速行动，科学选点，研究制定
建设和提升改造计划方案，自觉地同美
丽公园和美丽广场创建活动相结合，通
过丰富本地植物品种、多元化植物景观
类型，更新设计理念，提升施工工艺，使
用新材料等手段，打造花卉主题突出公
园、景观独特绿地广场，形成“一园一花”

“一广场一景观”的特色，从而不断提升
公园和绿地广场建设品质。要将海绵城
市理念融合到主题公园、绿地广场设计
和整个建设过程中。

各类公园今后24小时免费开放

本着“能开尽开，能免则免”和先易后
难的原则，按照西安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
西安市城市管理局去年底对全市所有的公
园进行了摸底梳理，共有 16个公园纳入了
需拆除围墙的（免费）公园名单，计划用两年
时间分批次完成公园围墙的拆除和提升改
造工作。2018年12月底前已经拆除围墙的
公园共计 12个，包括革命公园、长乐公园、
莲湖公园、文景山公园、红光公园、丰庆公
园、纺织公园等 7个市管公园，以及儿童公
园、环城西苑等5个各区、开发区主管公园。

打开公园围墙、打造开放街区，是优化
生态宜居环境，建设品质西安的重要民
生工作。但西安有些公园因种种原因暂
时不能拆除围墙，其中，劳动公园计划
2019 年进行整体提升改造，目前已展开
方案设计，为避免重复建设，该公园的围
墙拆除工作将一并纳入整体改造计划，
由莲湖区政府制定具体的围墙拆除计划
和实施步骤后，将于年底前完成。

环城公园和凤凰池生态谷是由曲江

新区管理的公园，围墙拆除工作由曲江新
区管委会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2019年年
底前完成。汉城湖风景区是由西安市水
务局管理的公园，因该公园园区内水域面
积大、水体深，为保障市民和游客安全，重
新完善安防基础设施需要较长时间，公园
围墙拆除工作将由西安市水务局负责制
定实施方案，也将于2019年年底前完成。

浐灞生态区管理的浐灞国家湿地公
园，由于该公园具有生态保护功能，为确
保野生动植物特别是鸟类安全栖息繁衍，
不宜拆除围墙，但 2019年年底前将免费开
放。寒窑遗址公园原本就没有围墙，将由
曲江新区管委会负责完成免费对外开放。

该负责人说，极具盛唐风貌的大唐芙
蓉园暂不免费开放，由曲江新区管委会
负责拆墙透绿，并在两年内免费对外开
放。所有公园围墙拆除后，全市各类公
园将全部实行 24 小时免费开放，构建一
个开放、协调、包容、安全的城市公园环
境，使公园变成城市的大花园，真正把城
市“种”在自然里，提升市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赵丽莉）

年末，“权健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公
众又被“保健服务”“保健品”销售乱象深深刺
痛了一把。之后调查组深入调查、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全程监督并指
导，相信权健事件的真相会一步步廓清，并且
能够以此为契机，自上而下，由源及流，给我
国保健品市场来一次全面整顿、刮骨疗毒。

春节将近，又有很多消费者会选择各种
保健品作为孝敬老人、走亲访友的礼物。在
此提醒大家在购买保健食品时，一定要理性
消费，避免“被坑被骗”、人财损失。

保健品不是药品
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

专家分析，当前，保健品欺诈和虚假宣传
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食
品、保健食品非法添加、非法声称和虚假宣
传。二是采用发布虚假广告和不正当手段
推销产品，误导和欺骗消费者，其中针对中
老年人和病人的欺诈行为较多。三是故意
混淆普通食品、保健食品和药品三者概念，
特别是普通食品、保健食品违法宣称疗效，
很难辨识。对此，消费者应深刻认识并高度
警惕。

那么，在购买保健品时，具体应该注意哪
些问题呢？

有专家建议，如果发现标签、外观包装图
案与文字、使用说明书、宣传广告与其注册
或备案的内容相差甚远，将保健功能肆意夸
大到疾病预防、治疗功能。未标明使用人群
与不使用人群，而扩大至适用所有年龄阶段
人群，未标注“本品不能代替药物”的情况，
一定要慎重购买。

其实，对于保健食品的广告、功能、生产
销售等方面不乏具体的规定、规范：

根据《保健食品广告审查暂行规定》规
定，保健食品广告不得出现含有有效率、治
愈率、评比、获奖等综合评价内容，此外，还
不得出现含有使用该产品能够获得健康的
表述，不得出现宣传产品为祖传秘方。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防
范保健食品功能声称虚假宣传的消费提
示》，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以治疗疾病为
目的，可以调节机体的某些功能，适宜于特
定人群食用。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保健食品必须
经过注册或备案。目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
注册的保健食品允许声称的保健功能主要
有 27类，依法备案的保健食品允许声称的保
健功能为补充维生素、矿物质。

2018年12月 2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
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电话营销行为管理的公告》。保健食品经营
者以电话形式进行保健食品营销和宣传时，
不得明示或暗示保健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或
治疗功能；不得利用国家机关、医疗单位、学
术机构、行业组织的名义，或者以专家、医务
人员和消费者的名义为产品功效作证明；不
得虚构保健食品监制、出品、推荐单位信息。

这些规定、提示、公告都可作为消费者判
别保健品是否虚假的依据。

认准“蓝帽子”
到正规门店选购

正规的保健品有哪些特殊的认证标识呢？

“保健食品外包装上都有一个蓝色标
识，该标识下方有相关批准文号以及批准的
管理部门。这被业内俗称为“蓝帽子”模式，
相当于合法牌照，有一定含金量。”上海市食
品药品安全研究会会长唐民皓说。

同时，选购保健品时，最好去信誉好、证
照齐全、有固定经营场所的正规门店。切忌
用保健品代替药物治疗，摒弃花钱就能买来
健康的错误观念。认准批号、收好发票，避
免遭遇维权难题。

此外，保健品是不少老年人的必备食
品。因此，厉曙光指出：“保健食品不含有全
面的营养素，因此不能代替一日三餐，要坚
持正常饮食。”

“海淘”保健品风险大
药监局官网可鉴定真伪

“海淘”保健品是时下年轻人热衷的购
物方式。有专家提示，保健品市场鱼目混
珠且形色各异，海淘境外产品更需留心。

怎样才能避免购买到假冒进口保健品？
某省食药监局教大家三招：

1、“海淘”回来的正规保健品外包装
上必须中文标签和说明书俱全。根据我
国食品安全法，进口商品必须有中文标
签和中文说明书，任何人不得销售没有
中文标签的进口的预包装食品。此外，
进口保健品还要有相关入境货物检验检
疫证明，必要时消费者可向经销商索取
加以核实。

2、看是否有进口保健品注册证号，只
有标示“蓝帽子”及注册证号的才是保健
食品，进口保健食品也不例外。进口保
健食品注册号格式为“国食健注 J＋4 位年
代号＋4 位顺序号”或者“卫食健进字（4 位
年代号）＋4 位顺序号”。消费者可以上国
家药监局的官网进行查询，鉴定产品真伪。

3、尽量选择信任
度高的专卖店或平台，
切 不 可 贪 低 价 占 便
宜。而且一定要让商
家开购物小票和发票，
一旦发现商品有问题，
可拿着这些凭证去找
商家维权。 （崔元苑）

选购保健品应理性春节送健康春节送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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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西部新能源消纳获得新突破
本报讯（通讯员 栗莎）1月7日，笔者从国网陕西

省电力公司获悉，2018年以来，该公司积极贯彻省委
省政府铁腕治霾工作部署，全力服务新能源消纳，各
项市场化交易指标均获新突破。该公司全年完成省
内市场化交易电量 4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2.51%，
释放改革红利约 13亿元。其中消纳省内外新能源电
量148.1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1%。

该公司借力青山绿水保卫战的政策优势，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创新市场交易品
种，首次以跨省交易模式实施自备电厂清洁替代，关
停省内自备机组 10 万千瓦，增加替代电量 2 亿千瓦
时；建立交易、调控联动机制，动态跟踪西北风、光发
电情况，利用省内调峰空间，灵活开展主控区置换、月
内及短期外购电等交易，助推西部新能源消纳。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

做好极端天气环保应对措施
宝鸡热电厂

本报讯（通讯员 李芙蓉）近日，面对极端天气
的不利形势，宝鸡热电厂迅速启动《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确保及时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最大程度
降低公众危害，保障职工身体健康。

该厂各级人员在接到启动 I 级预案的通知后，
密切配合、积极应对。目前，该厂根据一级红色预
警，严格控制三项污染物排放浓度在低于超低排放
限制的 70%以下运行，严禁出口污染物瞬时超排。

在做好安全生产的同时，该厂还提醒全厂职工
做好雾霾防护，低碳出行，确保全厂职工做好安全
生产与自身安全防护的“双重保卫”。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00吨
本报讯（通讯员 游国松 魏广英）2018年冬季，

特能集团庆华公司空气源热泵替代燃煤锅炉用热改
造项目发挥出节能大作用，全年降低公司综合能耗
3000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000吨，节约能源消
耗费用100万元，为减排防霾作出了积极贡献。

该公司空气源热泵替代燃煤锅炉用热改造项目
涉及采暖、生产用蒸汽、工艺澡堂等一系列用热改
造，具有点多、面广、工期紧、难度高等特点。自 2018
年元月开始，公司经过前期调研、项目招投标、工程
施工建设、系统调试运行等一系列环节，11 月 3 日，
项目全面投入使用，取得了良好的供热效果。

特能集团庆华公司

当平日里穿着工装、戴着安全帽、时常
满身泥灰的建设者们牵着他们披着红盖头
的新娘走上舞台中央时，台下工友们发出了
由衷的欢呼声。1月 3日，在中建三局西安
曲江创意谷项目工地上，一场特别的集体婚
礼正在上演。

据了解，此次举行婚礼的 5对新人都是
中建三局西北公司的员工，作为城市建设
者，他们在两年时间里，带领着上千名工人，
度过了数百个日日夜夜，完成了55万平米的
施工。他们打造了西安现象级文创综合体
项目，却将自己的婚期一拖再拖。

“每天不管多晚回家，总是有一盏灯为
我亮着，心里既温暖又觉得对不起媳妇儿。”
项目工程师王景波动情地说道。他的妻子
王婷接着说：“每天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守
候。今天能在他建设的项目上举行婚礼，我
觉得对我们俩来说太有意义了，我对他的理

解更深了一层。”
项目技术负责人张扬和妻子李林凤都

在建筑单位上班，两人都比较忙。张扬每天
朝八晚未知，他们从大学认识、相恋到工作，
已经7年了。“恭喜你由张同学升级成为张先
生。”李林凤的告白感动了全场。

孔小龙和刘美娟这对新人同年进入中
建三局西北公司，两人一个在遥远的新疆，
一个留守西安。因为异地，俩人天天“煲电
话粥”。“那时候新疆沙尘大，一打电话就是2
个小时，打完电话嘴里全是土。”新郎孔小龙
笑道，“但是‘吃土’吃得值啊，所在项目不仅
荣获了鲁班奖，还找到了媳妇。”

当新人完成结发礼、信物交换后，这场
动人的建设者婚礼接近了尾声。他们手拉

“情满中建，幸福三局”的字幅，在城市的中
心放飞了象征梦想的蓝色气球。

通讯员 江海莉 闫谨

建筑工地上的集体婚礼

2019年 1月 2日中午
时分，安康汉江边寒风凛
冽，靠江北侧的河堤公园
里，西安局集团公司安康
机务段火车司机李斌正在
饭后散步。“河里漂的有
人！”李斌突然听到前面有
人惊叫。

肯定有人溺水了！李斌来不及细想，
抄近道跑向河边。

眼看溺水的人越漂越快，李斌不顾刺
骨的寒冷，三下五除二脱掉衣裤，一头跃进
了汉江河，挥动双臂拨开混合着冰碴的河
水，奋力向河中游去。

一米、二米、三米……五分钟后，李斌
终于抓住了溺水的轻生女子，托起她的头
部准备送往河边。

“我不想活了，你别救我。”溺水者突然
说起话来。

“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别说话，赶快
调整好呼吸。”李斌安慰起了轻生女子，女
子也顺从地不再乱动。这时，安康汉江志
愿者救生队的队员们也游了过来，大家托
的托、拉的拉，把轻生女子推向岸边。

上到岸边，李斌喘着粗气，用冻红的双
手搓了搓有些僵硬的双腿，与紧急赶到的消防队人员
打开担架，抬起轻生女子奔向等在河堤大道上的120急
救车，并一边走一边继续劝慰她要勇敢地活下去。浑
身冻得直哆嗦的女子，两行清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感谢好心人，我真是太傻了！我要好好活下
去。”13时 40分，今年 44岁的吴女士看着穿校服的儿
子从学校请假赶过来时懊悔不已。她因家庭矛盾一
时想不开，从汉江三桥跳江并漂流了近2公里，要不是
及时发现并被救起还真不知道结果会怎样。吴女士
经过安康市人民医院急诊科的救治，除 2根肋骨折断
需要手术外，没有生命危险。

这已经不是李斌第一次救人了。“看见了有人落
难就要救，还管啥冷不冷！”李斌谈起救人感想时坚定
地说。 通讯员 刘俊峰

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