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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西安各大医院医务人员正有序集中接
种新冠疫苗。1月 9日上午，西安市第九医院主管
护师、援鄂医疗队队员赵颖陆续给同事接种新冠疫
苗，“我是1月1日注射的疫苗，接种完疫苗后，我们
工作更安心了。”

新冠疫苗接种主要针对涉及进口冷链物品的
口岸一线海关检验检疫人员，口岸装卸、搬运、运输
等相关人员，国际和国内交通运输从业人员，因公、
因私出国工作、学习人员，面临较高境外疫情风险
的边境口岸工作人员，医疗卫生人员，政府机关、公
安、武警、消防、社区工作者，物品、水、电、暖、煤、气
相关人员，交通、物流、养老、环卫、殡葬、通讯相关
工作人员共 9 类重点人群以及其他应急保障人
员。自1月1日开始，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陕西省人民医院等医
院按照名单上报人数，疾控部门按照数量分配疫
苗，目前正在有序接种，尚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者。

除医务人员接种外，1月4日，西安市疾控中心
公布航天总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太乙路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和西安市第三医院预防接种门诊为首批 3
家定点接种门诊。应急接种对象为户籍地、居住地
或工作地在西安市的出国工作和学习人员。

预约接种以电话预约为主，电话预约的时间区
间为工作日的9∶00-11∶30、14∶00-17∶30。接种新

冠疫苗应坚持知情同意、自愿接种原则。接种对象
须签署《新冠疫苗接种知情同意书》。新冠疫苗共
需要接种 2剂次，间隔为 2-4周。两针剂注射完
毕，并且两针剂间隔时间满足 2-4周才能有效，建
议出国前一个月接种第一针。

根据应急接种工作方案，近期出国工作和学习
人员应急接种新冠疫苗的，应满足以下条件：年龄为
18-59岁，非孕妇，既往无疫苗接种严重过敏反应，
无惊厥、癫痫、脑病、精神疾病病史或家族史，无发
热，无急性疾病和慢性疾病急性发作期，无严重
慢性疾病。 本报记者 鲜康 实习记者 董欣

新冠疫苗新冠疫苗。。

西安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医务人员全面接种 普通市民尚未确定时间

赵颖给同事接种赵颖给同事接种。。

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弘扬
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劳模精神
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工匠精神

当岳增光从人民大会堂领回劳模奖章，
掌声、鲜花和镁光灯成了陌生人给他画像时
的最浓色彩，敬业、钻研、技术高成了同事介
绍他时的关键词，但在妻子眼中，岳增光的
样子总是出现在雨中。

在回忆岳增光的往事时，她总会想起这

个场景：头戴草帽，
俯首如牛，拉着架
子车在雨中踉跄前
行，车上是高过他
身子的焊机。

那场大雨在岳增光妻子心中下了 20年。
“当时不知道是谁，因为第一眼看到的是车
尾，那时的他身体消瘦，车上载的焊机把他
遮得严严实实。雨下得很大，他拉着车往厂
区走，泥泞的路和重负载让他脚下直打滑，
车轮左一下右一下往前挪。那么大的雨，还

有人在干活，我当时很好奇
谁这么拼命，走上前后，才
看清是他。”

那时，岳增光的妻子并
不知道，这个在雨中拼命挣
扎的年轻人只是个学徒。如

果对他的身份审视苛刻一点，他甚至连学徒
都算不上，因为他根本没有拜上一个师父。

1996年，岳增光初中刚毕业，父亲就给他
打理好行囊，送他进了厂子。“父亲送我时不
断嘱咐，要好好学门手艺。我也想拜个师父，
学点手艺。当时‘铁门’很流行，所以就选了
电焊，可进厂后才知道，有没有人收你为徒，
全靠你的造化，师父觉得你能行，你就有可
能成为徒弟，否则，你就是个‘打酱油’的。
所以那时候，脏活累活我都抢着干，就想让
师父们看我能行，把我收进他的门下。”

学焊工的时候，岳增光像是个“记名弟
子”，师兄是他的师父。“学焊工那几年，我没
有上下班。白天跟师兄学艺，晚上站在窗
口，如果有电焊的活，我就赶紧从柜子里拿
上焊条跑下去，三更半夜，没人愿意接活，这
是学徒实战的好机会。白天根本没机会上
手，出师之前，谁都害怕我们这‘二把刀’把
设备弄坏了。”

岳增光的焊条其实是焊条的尾巴，就像
影视剧中的“烟屁股”，他也像影视剧中捡

“烟屁股”的人，把厂里快烧到“屁股”上的
焊条捡回来。“那时物资匮乏，焊条就是宝
贝。焊工师父干个活，也不敢随着性子用焊
条，一根焊条快烧到尾巴上（夹持的部分）才
丢弃。我们这些学徒是领不到焊条的，所以
我存了很多这样的焊条，有了这些焊条才有

‘实战’条件。” （下转第二版）

奋斗成就精彩人生
——记全国劳模、陕西红马科技有限公司职工岳增光

岳增光岳增光（（左一左一））在进行技改在进行技改。。

新春佳节的脚步越发临近，很多在陕务
工人员思乡心切，盼望早日踏上返乡归途，与
亲人团聚。但由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再加
上返乡路途遥远，接触人员复杂，极易发生新
冠病毒交叉感染。为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
全及健康福祉，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近
日陕西省总工会向全省职工发出倡议：留在
工作地过年，减少流动，非必要不离开；鼓励
企业实行错峰、弹性休假，加强对外地留守职

工的关心帮助；坚持佩戴口罩、洗手通风，减
少聚集、科学就医、拒传谣言。

同时，为了让留陕过年的外省籍职工度
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宁的新春佳节，陕西工
会特推出“四个一”活动，让在“家”过年的“家
里人”同享“娘家人”温暖。

开展一次温暖慰问 送出暖心
为配合疫情防控，省总工会创新开展

“2021温暖速递”行动，采取快递配送形式，保
证春节前夕将慰问品安全及时送达困难职工
群众手中，确保送温暖活动标准不变、力度不
降，实现全覆盖、不遗漏。

各级工会也将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走访慰问活动，对节日期间坚守一线岗位

的职工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生活相对
困难的职工家庭等群体，开展送年货、送礼包
等系列慰问活动。

提供一批普惠服务 送出贴心
充分发挥“陕西工会”APP作用，为职工

提供法律援助、便民服务、在线求职、婚恋交
友、心理咨询等服务。推出“1元 2元嗨购”“1
元观影”“发放旅游一卡通”等示范性普惠活
动。陕西工会消费扶贫商城提供全省千余种
扶贫农副产品，方便职工采买优质年货。

组织一些文娱活动 送出欢心
充分发挥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等

工会服务职工主阵地的作用，利用工会微信
公众号、“陕西工会”APP等“互联网+”普惠

平台，以职工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开
展小型、分散、灵活、多样的主题节日活动，进
一步丰富留陕过年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鼓
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工会组织职工及家属
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

开展一系列安全教育 送出安心
切实加强节日期间安全生产，确保各项

防范机制有效运转。工会要有针对性开展企
业安全生产检查和员工安全教育，提高员工
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防止安全事故发生。

各地工会将积极联系政府部门加强劳动
监察，督促企业依法落实加班工资发放、假期
加班调休等举措，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积极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 （马京）

陕西工会“四个一”送给留陕过年职工“四份心” 省
总
工
会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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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阎瑞先）1月 7
日，省总工会与西安国际医学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座谈会。
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
席张仲茜讲话。省总工会副主
席安强、张剑、赵霞，经审委主任
刘伟出席。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是以大健康医疗服务和现
代医学技术转化应用为主业的
西北地区首家大型上市医疗健
康服务集团公司，现有员工 6400
余人，构筑了“一个国际医学集
团，三大医疗服务院区”的运营架
构。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首先汇报了企业发展情况和
工会工作。随后双方围绕“进一
步加强民营企业工会工作、助
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主题进
行深入交流。

会议认为，西安国际医学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在健康扶贫、援
鄂抗疫、为职工提供医疗康复优
质服务等方面积极履行了社会责
任。省总工会表示，将帮助企业
理顺工会关系，加强工会组织建
设，指导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
劳模工匠培育、职工素质提升、

“首席健康师”培训等工作，力促企业工会工作上水
平、创品牌，在推动我省民营经济中贡献力量和智慧。

省总工会相关部门、省教科文卫体工会负责同
志及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参加
座谈会。

■石家庄：严格管控人员登车离石
■2023年中国亚洲杯举办日期确定
■美国国会正式确认拜登当选总统
■本科毕业论文抽检每年进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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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十四五”计划改造老旧小区近万个

本报讯（记者 牟影影）省住建厅、省发改委、省财
政厅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全面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暨“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活动的实施方
案》，明确在“十四五”期间，全省计划改造城镇老旧小
区近1万个，惠及约100万户居民。

据悉，将重点改造 2000 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
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内容可分为基础类、完善类、
提升类三类。基础类主要为市政配套基础设施改造
提升以及小区内建筑物屋面、外墙、楼梯等公共部位
维修、清理楼道杂物及各类小广告等。完善类主要是
环境及配套设施改造建设、小区内建筑节能改造、有
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等。提升类主要是公共服务设
施配套建设及其智慧化改造，包括改造或建设小区及
周边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卫生服务站等公共卫生设
施、幼儿园等教育设施、周界防护等智能感知设施，以
及养老、托育、助餐、家政保洁、便民市场、便利店、邮
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等社区专项服务设施。

重点改造2000年底前建成的老旧小区

生活中处处离不开的纸，近日价格连连攀升。
这次纸价上涨，既有市场需求增加、纸浆价格攀

升等短期因素，也有国内环保要求提升、一些地区腾
退关闭造纸企业、废纸供应减少等长期趋势影响。增
加造纸行业的环境约束，也倒逼我们每个人践行简约
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向过度消费说“不”。

不管用什么方法，造纸依然属于高耗能、重污染
行业。在造纸过程中，会使用化学药品，最终产生大量
废水。因此，少用一些纸，就能少砍一棵树、少污染一
吨水。爱惜我们的环境，就别过度追求“卫生纸自由”。

小小一张纸，藏有打开绿色生活的多种方式。
比如快递行业设法减少纸箱包装；咖啡杯、饭盒等一
次性制品少用一点；尽量通过网络传递资料、无纸化
办公，纸张双面利用；不选择过度包装的物品；家里
的旧书、废纸注意垃圾分类或集中送到回收站；网购
族“剁手”完了，记得把快递盒重复使用。

在工作和生活中少浪费能源和资源，养成绿色低
碳的习惯，生态文明
就能真正走进我们的
生活，成为新风尚。
节约一张纸，新生活
就会多一抹亮色。

工报时评工报时评

期待节约用纸蔚然成风
姜 琳

编辑：兰增干 美编：张瑜 校对：山风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中共中央印
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

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该书收录了条
例全文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法规室有
关负责同志对条例的解读。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中国共产
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单行本，已由人
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
店发行。

该单行本收录了《中国共产党统一
战线工作条例》全文和中央统战部负责
人就《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答
记者问相关内容。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单行本出版

贡献智慧力量贡献智慧力量 体现价值担当体现价值担当

创新发展中的陕西工会创新发展中的陕西工会创新发展中的陕西工会

亲爱的职工朋友们：
日月其迈，岁律更新。新春佳节的脚步

越发临近了，相信很多在陕工作的朋友们都
已思乡心切，盼望早日踏上返乡的归途，与
亲人们团圆欢聚。对这份思乡念家的心情
我们感同身受。

但当前防控形势严峻复杂，返乡路途遥
远，接触人员复杂，极易发生新冠病毒交叉
感染。为确保人民群众和广大职工的生命
安全及健康福祉，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
节，陕西省总工会向全省职工发出倡议：

1. 建议我省职工留在工作地过年，非必
要不离开。节日期间，可以通过微信、网络、
电话等方式传递新春问候和祝福，尽量不要

进行走亲访友、外出聚会等聚集性活动，最
大程度降低疫情扩散风险。

2. 建议我省企业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实行
错峰休假、弹性休假等方式，妥善安排好职工
工作和休息时间。对外地留守职工要加强关
心关怀，为他们在陕安心过年提供温馨服务。

3. 乘坐交通工具、在人员密集场所时请

自觉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不麻痹、不
轻视、不侥幸。到家后对随身物品表面进行
消毒。保持住所的通风良好，注意休息、合
理膳食、增强体质。

4.如果您或您的家人出现乏力、发热、干
咳等呼吸道症状，请戴上口罩马上到就近的
定点医院就医。在去往就医的途中，请您和

陪同人员都佩戴口罩，如果没有口罩，在咳
嗽时请用纸巾或者手肘衣服捂住口鼻，避免
直接用手擦拭口水、鼻涕等分泌物。

5. 关注权威媒体获取疫情防控资讯信
息，遵守当地疫情防控指挥部安排要求，不
信谣、不传谣、不造谣。

职工朋友们，非常时期，请坚持做好个
人防护，并留在当地安心过年。如有需要，
请随时致电 12351，工会“娘家人”将竭诚为
您服务。衷心祝愿职工朋友们新年快乐，身
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幸福！

陕西省总工会
2021年1月7日

留陕过年 同享“娘家”温暖
——陕西省总工会致全省职工倡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