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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五一”期间旅客出行安全，西安铁路公安
处全警动员，将机关、各业务支队警力充实到一线所
队，全员参战，确保辖区治安平稳有序，确保旅客出行
安全。 刘卫国 辛甜 王小东 摄

假期里的坚守

“防晒服别忘了拿，晒得很……”
劳动节前夕，中铁二十局六公司职

工刘宇鹏和胡琳刚刚举行完婚礼，就赶
紧收拾东西准备度“蜜月”。与众不同的
是，他们的目的地不是碧波万顷的热带
小岛，不是风光旖旎的旅游胜地，也不是
充满异域风情的出国旅行，而是黄蒲高
速公路的施工现场。

黄蒲高速公路不仅是促进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的“脱贫路”，也是他们相识、相
知、相爱的“姻缘线”，这里对他俩来说有
一种别样的意义。

刘宇鹏和胡琳所在的项目承担着
22公里的施工任务。“雨季刚刚过去，

‘五一’期间正好天气晴好，正是现场大

干抢工的关键时期，工程又到了决胜收
官的关键阶段，是度蜜月还是施工大
干？”刘宇鹏犯了难。

胡琳看出了他的心思，“我们把工程
干完后再去度蜜月吧！”

刘宇鹏抱着胡琳，想说好多话，却只
深感歉意地说了句：“委屈你了。”

“只要天天在一起，在哪都是蜜月
期。再说了，能早日完成黄蒲高速公路
的建设任务，是我们共同的心愿！”胡琳
开着玩笑，反倒安慰起刘宇鹏来。

于是，当大家都在计划出游踏春时，
刘宇鹏和胡琳却踏上了前往工地的路。
尽管两人在一个项目，但仍是聚少离
多。刘宇鹏是技术主管，整天奔波在现

场。他每天起早贪黑，清晨精神抖擞地
出门，在现场指导工人施工，一边抓施工
进度，一边保安全质量，在全体参建人员
的努力下，施工产值节节攀升。

而胡琳是实验员，每天都在拌合站
实验室里忙碌，经常在 22公里长的施
工现场和实验室之间往返好几次，以保
证试验数据的准确无误。有时在工地碰
见刘宇鹏，也只是匆匆地交谈两句。

“记得按时吃饭”成为她叮嘱最多的一
句话。

白天忙碌工作，晚上睡前才有两人
的私人时间。他俩会把一天的见闻和趣
事相互分享。有时间了，也会一起看看
旅游攻略，为迟来的蜜月做准备。

“老婆，劳动节就要来了，咱现场施
工人员却越来越多，都超过500人了，机
械设备也得有近 200台，施工产值肯定
还能攀升！”“看把你乐的，你可得注意身
体。”“没事，几百号人都在努力干活，我
可不能落下，用劳动致敬劳动节嘛！”“注
意为好，别太逞强，天气越来越热了，别
中暑了让人担心！”胡琳一边抱怨着，一
边帮刘宇鹏脱下身上沾满汗水和灰尘的
工作服，拿到洗衣房去洗了。

这对新婚夫妻就这样相互鼓励，相
互关怀，品尝着平凡而又温暖的甜蜜。

“工程完成后，咱们就休婚假度蜜
月！”看着产值节节攀升，他们都知道，他
们的蜜月近了，更近了。 （姜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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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中铁电气化局的众多建设者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在劳动中度过节日。在西安地
铁5号线高新四路至劳动南路区间隧道工地，

中铁电气化局铁路工程公司的项目管理人员在
对成型隧道盾构施工质量进行定期检查。

倪树斌 摄

5月1日，在西安市蓝田县境内，由陕西送变电工程
有限公司负责施工的宝鸡-西安南-信义II回750千伏线
路工程，提前4小时完成跨越G40沪陕高速公路的跨越
施工，解除四级安全风险，为“五一”小长假人们出行让

“路”。 图为施工人员正在拆除跨越G40高速公路导地
线的施工跨越架。 高浪舟 摄

近日，中车西安车辆有限公司为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组织公司团员青年走上街头，并联合西安市沣东新
城分局交巡警大队开展了倡导文明出行主题活动。

关磊 摄

5月4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机
务段团委组织24名团员青年赴渭华起义纪念馆开展

“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主题团日活动，纪念“五
四”运动100周年。 朱家辰 摄

弘扬“五四”精神，关爱留守儿童，近日，三原公路段全
体青工来到三原县大城镇东周儿童村，为孩子们送去篮
球、羽毛球、跳棋和学习用品等爱心礼物，并开展了一系列
趣味活动，为孩子们的成长献上爱心力量。 邹粉妮 摄

近日，海南博鳌“银丰康养国际
医院涉嫌注射假宫颈癌疫苗事件”
广受关注。5月 4日，据海南琼海市
纪委监委官方微信公众号消息，琼
海市纪委监委已对海南博鳌银丰康
养国际医院违规接种九价宫颈癌疫
苗一事启动问责机制。

注射走私疫苗遭投诉
3月 24日，有网友在《人民网地

方领导留言板》发帖投诉称，海南博
鳌银丰康养医院注射走私九价宫颈癌
疫苗。4月 23日，有网友发帖称，自
己曾在博鳌银丰康养国际医院接种了
价格为 9000元的韩版九价宫颈癌疫
苗，并表示该疫苗为假疫苗。

4月 28日，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通报博鳌银丰康养国际医院涉嫌非
法接种九价宫颈癌疫苗的调查结果，
明确该院存在违法进行九价宫颈癌疫
苗接种行为。

根据海南省卫健委发布的情况通
报，博鳌银丰康养国际医院 2016年 2
月 1日取得执业许可证，2018年 3月
21日开业。经调查，博鳌银丰康养国
际医院与青岛美泊门美容医院合作，
违反相关规定，把整形美容科出租给
美泊门美容医院经营。2018年 1月，
该院涉嫌非法开展九价宫颈癌疫苗接
种业务，总共接种人数为38人，其中
有 37人为收费客户，每人收取 9000
元，另外一名王某为公司内部福利，
不收费。

查封药品彻查来源
当地卫生健康部门已经在 4月 18

日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疫苗
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等相关法
律法规，着重对博鳌银丰康养国际医
院作出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的行政处罚，没收 201496.8元违法所
得，并处以8000元的罚款。同时，责

令该院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4月 29日，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

会、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南省
药品监督管理局、海南省公安厅四部
门联合发布博鳌银丰康养国际医院涉
嫌非法接种九价宫颈癌疫苗调查处理
进展情况最新通报。成立了由省卫生
健康委、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药品
监督管理局、省公安厅等部门组成的
专项小组，督导依法查处工作。由药
品监管部门组织查封银丰医院药品，
以便彻查疫苗来源情况。

若查实将给予顶格罚款
对银丰医院涉嫌使用的假疫苗，

药品监管部门将进一步查清违
法事实，查实后依照 《药品
管理法》 给予顶格罚款。对
构成犯罪的，将移交公安部
门追究刑事责任。对在银丰
医院接种疫苗的人员进行联

系，听取他们的意见，维护他们的
合法权益。加大日常监管力度，由
省卫生健康委和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增派监督人员进驻乐城先行区，指
导、协调、会同琼海市卫生健康委
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管。

另据介绍，截至目前，经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在博鳌乐城国
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具备九价宫颈癌
疫苗接种资质的医疗机构，仅有博
鳌超级医院和睦家疫苗中心。自
2018 年 4 月 28 日以来，共有 18521
针的接种服务，共有 4348名客户完
成半年三针接种。 （董鑫）

知乎Live、喜马拉雅听书、豆瓣写作
营、混沌大学……近年来，各类知识付费
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用户从起初的质
疑、不习惯，到如今乖乖上缴钱包。知识
付费产业迅速发展的原因是什么？用户交
了钱，就真的能学到知识吗？近日，有媒
体针对知识付费如是发问。

知识付费，是把知识变成产品或服
务，以实现商业价值，同时使付费者获取
知识。知识付费有利于人们高效筛选知
识，也能激励优质内容的付费平台形成良
性竞争。据相关数据显示，知识付费产业
预计到2020年规模将达235亿元。

然而，从反馈的信息看，知识付费并没
有让人学到多少知识。就知识的购买者来
说，知识付费难以见成效，主要是选择太多、
时间太少，造成人们的决策瘫痪、选择的时间
成本增加。时间有限、盲目跟风，以及知识宝
库中的“精华”难觅，加上自律性差等原因，都
导致“付费”并没有达到“知识”的预期。

而就收费方而言，付费平台把知识付
费搞得越来越像一种“社交货币”。而花钱
买来的“知识”，如果不是“物有所值”，接下

来想再用“割韭菜”方式盈利，恐怕并不现
实。高质量的知识付费产品，同样需要知
识提供者的倾心付出。如果只是把一般性
知识加以包装，进而形成“网红”或“粉丝”，
这样的知识付费模式恐怕走不远。

客观地讲，移动互联网普及加快了生
活节奏，人们害怕听到“你今年读了几本
书”这样的问题，而知识付费的出现，恰恰
契合了这种需求。但要改变“感觉钱交了，
知识就是我的了，课放在账户里，有效期很
长，就更懒得去看了”的这种现状，也还有
一段路要走。

“知识焦虑”蔓延已成趋势，但如何缓
解，并非只有“知识付费”一条路，而是需要
认真投入相当的时间与精力。总之，若想获
取真知识，当以务实的态度勤求索，并形成
独立的思考能力，才是缓解“知识焦虑”的正
确态度。 （刘天放）

本报讯（周彦霖）近日，特能
集团庆华公司在南京理工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举办“管理者能力提
升”培训班，该公司从中层管理人
员、业务主管和骨干员工中选取
22人参加脱产培训。

通过校企联合的方式，学员
们先后学习了战略性思维、生
产组织管理、绩效管理体系的

建立与实施、非人事部门的
HRM、管理沟通、员工激励、领
导力与执行力、企业文化管理、
项目管理、火工品及相关专业发
展前沿、火工品技术、基于科技
文献分析的企业研发创新等内
容，并参观了芜湖哈特机器人产
业技术研究院等 5 家智能机器
人研究制造公司。

本报讯（杨琳）近日，陕西燃
气工程公司组织召开职工互助政
策宣讲学习会，邀请中国职工保
险互助会陕西省办事处业务部部
长刘婷为员工进行政策解读。

培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简
洁明晰的图表就互助保障活动的

投保期限、会费、参保范围、理赔
待遇等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
通过此次宣讲学习，让员工们更
深入地了解到职工互助保障在
减轻职工医疗负担方面的重要
意义，也极大地提升了员工参与
职工互助保障活动的积极性。

新闻新闻新闻“假宫颈癌疫苗事件”启动问责机制

本报讯（任娜）日前，我省全
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
宿制学校建设的实施意见出炉。

意见要求，县级政府要统筹
乡村小规模学校、乡镇寄宿制学
校和乡村完全小学布局，制定完
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
规划。将落实城乡统一的中小
学教职工编制核定标准，实行教
职工编制城乡、区域统筹和动态
管理，严格执行教职工编制标
准。落实和完善乡村教师工资
待遇政策，核定绩效工资总量时
向两类学校适当倾斜。优化乡

村教师岗位设置结构，进一步提
高中高级教师岗位比例。对长
期在农村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
的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放宽学
历要求，不作论文、职称外语能
力要求，提高实际工作年限的考
核权重。

同时还要引导学校开展融
合创新应用。推进“专递课堂”

“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建
设，推广“优质学校带薄弱学校、
优秀教师带普通教师”模式，深
入推动区域、城乡、校际间课堂
教学互联互通。

陕西出台实施意见加强乡村学校建设

本报讯（姜泓）近日，由全
国妇联、中国科协、中国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举办的
第十五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
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10
位在医学、生物学、地球科
学、航天科学等科研领域中表
现卓越的女性获得这一奖项，
两位来自西安的女科学家杨慧
和袁媛名列其中。其中，杨慧
现任西北工业大学学科建设办
公室副主任、教授；袁媛为中
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

究所研究员。
据介绍，中国青年女科学

家奖评选旨在选拔培养我国在
基础研究和生命科学领域的国
际化女性人才，关注、支持女性
科技工作者，鼓励、吸引更多的
女性进军科技创新，为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贡献力量。截至目
前，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已评
选表彰了 15 届，共有 134 名优
秀女科技工作者获奖，成为我
国发现和举荐高层次女性科技
人才的一个重要平台。

西安两位“80后”获
第15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知识付费大发展
“付费”却非都能得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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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能集团庆华公司
举办“管理者能力提升”培训班

陕西燃气工程公司
召开职工互助保障政策宣讲学习会

本报讯（刘璞华）今年是首
个四日“五一”小长假，陕西文化
和旅游市场供需两旺，各类旅游
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各景区点人
气火爆，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成
效明显。据了解，“ 五一”期间，
陕西累计接待游客 4105.11万人
次，同比增长 13.62%；旅游收入
196.88亿元，同比增长23.14%。

全省假日旅游客源主要以省
内居民近郊环游为主体，周边省
份中远途旅行较快增长，重点景
区游、周边自驾游、民俗文化游、

乡村休闲游、度假游成为主流。
西安城墙邀请来自全国各

地百名劳动者观演《梦长安——
大唐迎宾盛礼》这一世界唯一的
以盛唐礼仪文化为主题的旅游
文化演出，用独特的文化演出方
式向全国劳动者致敬。中央电
视台在延安市宝塔山景区开展

“经典永流传、黄河大合唱”活
动，吸引游客纷纷驻足参与合
唱。杨凌示范区博览园推出的
机器人知识普及活动，吸引了
大批亲子游家庭前来。

我省“五一”接待游客4100余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