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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铁邮联运公铁邮联运公铁邮联运”””打通务工返程打通务工返程打通务工返程“““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通讯员 穆英）2月14日（正月
初十），汉中火车站广场旁停着许多从南江
开来的大巴车。3 个拉杆箱、2 个蛇皮口
袋、1个桶，这就是宋庭街一家今年的返程

行李。“今年这个公铁邮联运确实好，票好
买、路途又快，每年就能再多回来两次。”宋
庭街一边往火车站走一边对笔者说。

宋庭街今年 45 岁，老家住在南江县
城，四年前举家前往厦门去打工，因为县城
不通火车，每年回家就成了他最大的心
患。今年春节务工返程，他从同乡口中听
说了“公铁邮联运”这个新模式，便抱着试
试看的心态，没想到在老家门口，一个窗口
就买到了返程的汽车票、火车票。他觉得
这次“举家迁徙”，一点也不麻烦。

每年春节后，秦巴连片特困地区，因经
济欠发达，有大量务工人员外出，汉中车务
段辖阳安铁路和宝成铁路、西成高铁上的
部分车站，管内 15个客运站运力辐射川陕
甘交界地带。为确保务工人员便捷顺利返
程，汉中车务段借助高铁动车、普通快车、

绿皮慢车等运力资源，精心组织推出了
“高+普”、“高+快+慢”、“公铁邮”联运等模
式，为务工人员外出“淘金致富”搭桥铺路。

该段扩大智能信息化服务，通过“汉中
车务段”、“汉中火车站”等微信公众号、微
博等平台，向社会、媒体、旅客介绍春运新
亮点，为旅客提供增开旅客列车、失物招
领、重点预约等信息服务。

汉中车务段搭建“公铁邮”联运模式，
由汉中站牵手邮储银行汉中分行、汉中
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建立铁路、公路和中
国邮储银行大联运模式，以邮储银行高
铁联名卡为载体，惠普汉中全市人民公
路、高铁出行。

与汉中市比邻的四川省南江县，每年
约有 20万人外出务工。因距离汉中火车
站最近，约有 70%务工人员从汉中站南下

北上，且这些人大都集中在春节后出行。
汉中站联合广运集团南江运输公司、汉中
汽车运输公司，以G85银昆高速公路为桥
梁，南江、汉中公交枢纽站、汉中火车站为
基点，实现高铁、公路零换乘，为南江县建
立了“无轨高铁站”，为革命老区南江县人
民出行开辟一条快捷、安康、幸福路。

该段还牵手中国移动、铁路医院、地方
企业、有关爱心社团等，共同构建了志愿者
联盟，为返程务工客流提供亲情免费电话、
亲情免费医疗点、智能服务志愿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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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各级工会将着重

加强和改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在深入工厂
车间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活动的同时，推动出
台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产业工人队伍思想政治
工作的意见，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启动“中国梦·劳动美——与共
和国同成长、与新时代齐奋进”主题宣传教
育，引导职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致力于认真履行工会基本职责，各级工
会将聚焦维护和发展职工劳动经济权益、构
建以精准帮扶为重点的服务职工工作体系、
做好城市困难职工和农民工群体工作等目
标，推出一批务实举措。

——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上，推动建立
互联网平台用工等新就业形态基本劳动标
准，促进企业在加快出清过剩产能过程中依
法依规履行民主程序，开展全国工会就业创
业服务月等活动；制定实施 2019—2021 年集

体协商工作行动计划，研究出台 2019—2023
年全国企业民主管理工作规划和职工代表培
训规划；开展“安康杯”竞赛等群众性安全生
产和职业病防治活动，并维护女职工合法权
益和特殊利益。

——在服务职工、解困脱困中，以困难职
工帮扶中心为基础平台，在部分大中城市开
展服务职工综合体试点建设，拓展服务内容；
规范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建设；发挥中
央财政专项帮扶资金的集中保障作用，对重
病、残疾等深度困难职工家庭实施工会常态
化帮扶；推进工会系统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
加大工会对口援疆援藏力度，全力助推定点
扶贫县打赢脱贫攻坚战。

此外，各级工会将行动起来，不断拓展工
会改革的广度和深度，扩大工会组织和工会
工作有效覆盖，加快智慧工会建设，提高工会
系统党的建设质量，进一步增强工会组织的
吸引力凝聚力战斗力。

“我们的家园，天地呈祥瑞，碧水绕青
山，田野叠绿翠。老人开心，孩子笑声脆，好
一个人人平安喜气扬双眉。我们的家园，日
月吐金辉，蓝天飘白云，大地献芳菲。男儿
壮如山，女儿情似水，好一个人人健康日子
有滋味。幸福安康哟，四季明媚，亲人珍贵，
朋友也珍贵。幸福安康哟，年年岁岁，人人
创造美，天下共举杯！”2019年 2月 5日，大年
初一晚，这动听的旋律《幸福安康》，在央视
农民春节联欢晚会作为压轴歌曲，经平利籍
著名青年歌手、央视星光大道月冠军洛奇与
著名青年歌唱家任静联袂演唱，而唱响全
国。这首歌本来是安康市知名词作家李慈
印为幸福安康量身打造的市歌，随着电视的
传播，成为了全国人民熟悉祝福吉祥的歌
曲，也成为歌手洛奇春节期间在中省市十余
家电视台演唱的保留曲目。

说起这首歌词的创作缘起，李慈印激
情澎湃，口若悬河。那是 2009 年 10 月底，
为扩大安康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安康市紧
锣密鼓征集评选“市花、市树、市果、市鸟”活
动。即将提请该市人大常委会审议评选结
果前夕，有识之士建议，何不请诗人作家为
秦巴安康写一首叫得响的市歌呢？以此来
凝聚人心、提升城市精神面貌、鼓舞士气
呢？譬如南京的《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厦
门的《鼓浪屿之波》和苏州的《苏州好风光》，
让一首歌记住一个城市记住乡愁该多好！

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在了从安康
市交警支队退休的李慈印的身上，他倍感

责任重大、使命艰巨。他记得，自己的代表
作《开缸酒》荣登 2004 年央视春晚，那是因
为聆听到一位报人朋友讲的一桩往事：安
康城西关一名郑姓汉子穷得叮当响，欣逢
改革开放做些小本生意日子亮堂后，就把
祖传的酿酒活计亮出来，腊月宴请街坊邻
居和亲朋好友，同饮开缸酒。他随口就喊
出了“开缸喽！把祖辈的传家绝活亮出来，
把陈酿的大缸好酒抬上来，把四方的亲朋
好友请进来，把憋足的心里话儿倒出来
……”这些实实在在、自自然然，犹如家常
话的句子，把酿酒人在好酒开缸时那种特
有的欢悦与自豪心境，活脱脱地展露了出
来。《开缸酒》走红，被陕西泸康酒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花重资买断著作权，聘请诸多
明星加盟，成就了一个著名酒业品牌。

李慈印还记得，一次他在菜市场看到
一名农民模样的中年人，从鼓囊囊的衣兜
里掏出两张百元大钞，拎回去两个大羊胯
子，这在物质贫乏的年代是多么不可思议
的事情！而在市场搞活的时节，又是那么
的顺理成章。这个看似不经意的细节让他
激情难耐，彻夜难眠，连夜创作出“鼓囊囊

的兜兜挺得腰杆壮，鼓囊囊的兜兜蹦出喜
洋洋……人心是杆秤，心中亮堂堂，芝麻开
花的日子梦里也芬芳……鼓囊囊的兜兜装
着大世界，鼓囊囊的日子油漉漉的香……
路是七彩虹，巷是金画廊，芝麻开花的日子
天天在身旁。”歌词《鼓囊囊》经著名作曲家
雷远生谱曲后，曾在央视“心连心艺术团”、

“乡村大世界”和“激情广场”多次激情演
唱，赢得了老百姓的欢迎和青睐。

这些过去的辉煌，都是他深受生活某一
事情的触动而创作的灵感之作，更是呕心之
作。对于这次命题作文《幸福安康》，他更不
敢有丝毫的懈怠！他整整苦思冥想构思了
一周，想到了每年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新
年贺词都要提到“祝福大家幸福安康”，围绕
着“青山绿水、男女老少、幸福安康指数高”
这些主要元素，既要突出“幸福安康”的地方
特色，又要不囿于狭隘的秦巴山区一隅的自
然风光。他还借鉴了一些城市市歌的地方
情愫，努力让安康市歌成为人们吉祥祝福的
祝愿歌，像《祝酒歌》一样美好动听。

美好的愿景正是一首歌词成功一半。
李慈印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易稿 28 次，几乎

忘记了洗漱吃饭、上班下班、白天黑夜，拼
尽了心力，终于创作出了让自己还算满意的
歌词。这首短歌，发自肺腑，饱含激情，触
摸到现实的温情温度。这首歌词呈送到市
文化局和相关领导审定时，很快得到了满意
的答复，认为该歌词格调高雅优美，朗朗上
口，唱出了幸福安康人的心声，是一首主旋
律明朗的好歌词！

有了如此肯定的评价，李慈印很快联系
到多次打过交道的著名作曲家戚建波，希望
能给这首歌词谱曲。戚建波曾因《中国娃》
《开门红》《常回家看看》而蜚声乐坛，能否接
下这首歌词，李慈印心里没底。但是，凭着
自己先前的《开缸酒》《鼓囊囊》等十余首歌
词，唱出了“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鲜
活灵动，凭着自己豪爽质朴的个性特色，凭
着为安康创作市歌的殷殷邀请，戚建波还是
答应了。没承想，作曲家看到歌词后，越看
越喜欢，越喜欢越有激情，甚至建议谱曲完
毕后，由他牵线搭桥约请著名歌唱家阎维文
首唱。这一切意料之外的惊喜让词作家老
李喜出望外，连答话都有些语无伦次，连说
了几句“好—好—好，谢谢—谢谢您！”

一切都进展得那么顺利，那么完美。
2009 年 5 月，市文化局领导带着 300 万安康
人民的嘱托和信任，与李慈印一道远赴北
京，约请这些乐坛的大腕，很快由著名音乐
人张宏光配器，歌唱家阎维文倾情首唱的
《幸福安康》音乐 CD 盘制作出来，随即成为
全国“十大品牌节庆”第十届中国汉江安康
龙舟文化节的表演曲目。此后沿袭至今，固
定为每届安康汉江龙舟节的片尾歌。2010
年 12 期《歌曲》杂志也予以刊登，这首“市
歌”也是安康人民各行各业联欢晚会的必唱
歌曲，并制作成广场舞曲，成为舞者最喜爱
的欢庆歌曲之一。

一首安康市歌，唱红了祖国大江南北，
成为今年乐坛的一件新鲜事。2009 年李慈
印 59岁创作的这首《幸福安康》，在本地已经
是人人熟知，传唱经久，不料又在 2019 年火
遍九州。著名青年歌手洛奇先后在今年央
视 3套天天把歌唱栏目、央视全球华人春晚、
央视全国少儿春晚、旅游卫视春晚、央视发
现之旅频道、香港、河北、湖北、广西卫视春
晚、合肥电视台春晚、安徽池州电视台和家
乡安康电视台春晚倾情演唱《幸福安康》，真
正把好歌唱倒了老百姓的心里！

一首首歌词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让李
慈印颇感欣慰和自豪，也坚定了他的未来创
作之路。他说：“在歌词创作上，我会继续坚
持下去，深入生活的沃壤，传递正能量，弘扬
真善美，为提高幸福安康生态安康知名度和
美誉度作出自己的贡献。” （梁真鹏）

——访2019央视农民春晚压轴歌曲《幸福安康》词作者李慈印

短歌长吟颂安康

2 月 17 日至 18 日，汉中普降中到大雪，致
使境内的108、316、210国道等山区道路出现大
面积积雪和结冰现象。对此，汉中公路局全局
动员，全力以赴除雪，保证汉中境内国省道干

线公路安全畅通。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18日9时，该局累计出

动人员380余人次，机械56余台，撒布防滑料1500余
立方米、环保型融雪剂35吨。 徐立生 彭昆 摄

2月16日，陕建一建集团第七公司安全科深入杨家
村等多个项目进行了多立面安全检查。图为在杨家村
原址北区项目检查塔吊安全用电情景。 刘建刚 摄

2月15日，国网西安供电临潼公司组织员工对秦
始皇兵马俑博物院、华清宫等著名旅游景区安全用电
设备进行逐一检查，确保华清宫灯会展及兵马俑旅游
景区“元宵节”安全供电。 潘世策 摄

近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绥德工
务段风雪无阻检修线桥设备，确保列车出行安
全。图为该段绥德桥隧车间绥德桥隧工区正在进
行班前点名分工。 张德林 摄

日前，中铁二十局集团电气化公司西安地铁项目部以
开展劳动竞赛活动为契机，向着施工节点目标奋力拼搏。
图为公司领导在施工一线检查慰问场景。 刘红刚 摄

中国兵器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会深化完善
职工全职业周期普惠关爱机制，积极营造暖人心的
和谐氛围。图为2月17日该公司工会在医院探望一
线职工白师傅。 王蓓 摄

新闻新闻新闻

本报讯（汪曼莉）2月 15日，笔者
从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获
悉：今年，我省将集中开展十项专项整
治，坚决打好青山、蓝天、碧水、净土四
场保卫战。

一是秦岭生态环境专项整治。围
绕矿产资源开发、违规建设、饮用水水
源地保护等秦岭区域生态环境突出问
题，我省将加大联合执法力度，推动区
域生态修复。二是清洁能源替代专项
整治。我省将在关中地区整村推进农
村居民、农业生产、商业活动燃煤（薪）
的清洁能源替代，采取以电代煤、以气
代煤，以及地热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替代。三是工业污染治理专项整治。

我省将加大现有化工园区整治力度，重
点工业污染源将全部安装在线监控设
施。四是“散乱污”企业清洁化改造专项
整治。关中地区将全面完成“散乱污”企
业及集群清洁化改造。五是高排放柴油
货运车、非道路移动机械专项整治。六
是排污口和污水处理设施专项整治。我
省将持续开展入河排污口整治，实现入
河入库入湖排污口监管全覆盖，杜绝
污水直排现象。七是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环境问题综合整治。全部建成市
级备用水源或者应急水源。八是危险
废物和固体废物专项整治。九是畜禽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专项整治。十是污
染耕地治理和受污染地块专项整治。

我省将在生态环境领域集中开展十项专项整治

本报讯（廉晶）户籍新政、人才新
政、创业新政……2018年，西安在一系
列优质政策的加持下，成为创业者和
就业者实现梦想和展现自我的最佳
舞台。在日前出炉的《2019 年全球
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GTCI）中，西
安与香港、北京、上海、广州等 12 座
中国城市上榜全球城市人才竞争力
指数排名。

据了解，《2019 年全球人才竞争
力指数报告》由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联合德科集团和塔塔通
信（Tata Communications）编制。该报
告通过考察 68 个变量来衡量国家及
城市在人才培养、吸引、留存等方面
的表现，从而评估全球各国和城市
的人才竞争力。西安能登上全球城
市人才竞争力指数排行榜，与近两
年不断升级的人才政策有关。另
外，华为、苏宁、中兴、海航、携程、三
星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的纷纷入驻也
让西安更具吸引力。

大西安跻身全球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排行榜

本报讯（通讯员 杨俊 向清）2月
15日，宁陕县农村改厕项目启动暨技
术培训会在安监局会议室召开，各
镇、县农村改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改厕重点村村支书或村主任
参加会议并进行了技术培训,县政府
副县长刘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刘
昌志代表县爱卫会与城关镇、江口
镇、广货街镇、筒车湾镇签订了改厕
目标责任书。

刘昌志提出，要和移民搬迁、农

村社区建设、集中安置点建设相结
合，一次性彻底解决粪便无害化处
理问题；要和健康村庄、卫生村镇创
建工作相结合，把关键部位的旱厕
改造作为重点中的重点，集中全力
予以消灭；要着力打造一批改厕示
范村，做到镇有示范村，村有示范
组，组有示范户；要做好后续服务工
作，确保建好一个、管好一个、用好
一个，并要实行改厕工作目标责任
制，改厕督查结果将纳入年终考核。

宁陕召开农村改厕项目启动暨技术培训会

2月16日晚上，由洛
南县音乐小镇文化旅游
有限公司主办，县剧团承
办的己亥春节惠民演出
在音乐小镇露天音乐广
场举办，近千名游客来到
现场观看演出。

姚渤潮 摄

新华网西安2月 18日电（记者 许祖华）
2019年春季开学在即，陕西省委教育工委、省
教育厅日前决定开展 2019年春季开学校园安
全执法专项督查，重点聚焦学校食品安全、传染
病防控、生活饮用水卫生、校园安全、校车安全
等，遏制开学季食品安全和传染病群体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以及其他校园安全事件易发态势。

据介绍，此次督查共分 12个小组，覆盖全
省15个市（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
校（含幼儿园）。此次开学督查更关注一线学
校，要求各督查组深入基层，特别是基础薄弱

学校、寄宿制学校、农村偏远学校和民办高
校、职业学校等，了解真实情况，发现薄弱环
节，现场组织反馈，下发《教育执法专项督查
督办单》，解决实际问题。

春季开学督查结束后，陕西省委教育工
委、省教育厅将根据各地各校自查和督查组
督查情况，形成专题报告，并对督查中发现的
问题明确整改时限，督促有关市县和学校认
真落实整改措施，督查结果将向全省教育系
统通报，对发现有重大安全隐患的学校负责人
将严肃问责。

春季开学执法专项督查聚焦校园安全
全省共分12个小组 覆盖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