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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西安市东门外，工人在大树
上悬挂大红灯笼和迎春彩灯。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玉祥门上悬挂的巨幅春联。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本报讯（欣芷如 蔡馨逸）“玉振
金声，两个百年初奏凯；祥云瑞彩，一
条丝路又呈新。”一对约十米长的巨
幅春联挂在西安城墙玉祥门上。红
底黑字，加上祥云与窗格图案镶边，
显得喜庆又沉稳。

贴春联是我国传统年俗。近日，有
着 600余年历史的西安城墙陆续挂上
了 22副春联，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增添
喜庆。这些春联从全国多地征集而
来，代表着人们对祖国的祝福和对未
来的期盼。

西安城墙征春联活动已连续成
功举办 15 届。与往年不同，“2021 辛
丑新春中国城墙全球征春联活动”由
陕西西安、河北正定、山西大同、江
苏苏州、河南开封、湖北襄阳、湖北
荆州等地的古城墙保护管理机构共
同举办，共收到 35283 副高质量作
品，经过评选最终 63 副脱颖而出，将
悬挂在以上七地的城墙上。

“贴春联是中国家庭表达新年祝
福和家族精神的文化形式，而在城墙
挂春联，既给城市增添年味，也展现了
城市大家庭其乐融融、家国一体的情
怀。”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晓
勇说，“从内容上看，城墙春联体现了
普通人眼中城市和国家的发展变化。”

古城墙作为古代时空的有力
见证，矗立在中华大地上，延续着
城市的历史文脉。如今随着一系
列创新展示与文旅融合项目开展，
古城墙已不再是冷冰冰的“防御工
事”，而成为人们寄托与传承民族
情感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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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开启以来，出行时
若需乘坐火车、高铁或飞机，
市民该如何做好个人防护？
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
康教育所所长李俊林提醒市
民，这些防护细节得重视。

出行前
做好规划携带防护品
出行前，市民可多关注

交通部门的出行提示，提前
做好出行规划，备足随身携
带的防护品，如口罩、卫生湿
巾等。注意不要携带如消毒
液、消毒喷雾等液体酒精类
制品，此类物品不允许上飞
机和高铁。

出行时
候车保持1米距离分散坐
春运期间，在火车站、飞

机场候车室候车时，尽量保
持1米以上的社交安全距离，
不和其他候乘人员扎堆。

全程佩戴口罩。春运期
间，各种公共交通工具上人
员密度高、流动性大，必须坚
持全程戴口罩，这样不仅可以降低飞沫
量和喷射速度，还可以阻挡可能含病毒
或细菌的飞沫核被吸入。

少攀谈，少走动。春运时人们可能
结伴出行，但乘坐火车、高铁、飞机时，
尽量不要长时间交谈、说笑，拒绝大声
喧哗。

由于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物体表面或
空气中可能存在细菌和病毒等病原体，

因此，尽量少接触公共区域、
少走动。如需使用公共马
桶，可在如厕后先关闭马桶
盖再冲水，减少病毒散播风
险。未洗手时，注意不要用
手揉搓口、鼻、眼睛。

减少用餐次数。在旅途
中，减少在交通工具上的用
餐次数，如必须就餐，避免和
其他乘客面对面就餐，就餐
时不要交谈。

下车后
手机消毒可别忘
下车回家后，使用含

75%酒精或含氯消毒剂喷洗
外套、行李箱表面、滚轮，以
及拉杆和提手。

处理完后，及时用流动
的水和消毒液（肥皂）洗手；
如果没有流动的水，可用免
洗手消毒剂进行手部消毒。

将换下来的衣服、裤子、
帽子、围巾等清洗后晾晒至
通风处。

同时，别忘了给手机消
毒。建议用蘸有医用酒精的棉签或酒精
消毒棉片擦拭手机机身，确保手机正面、
背面、侧面擦拭到位。需要提醒的是，酒
精属于易挥发易燃物品，不要在手机充
电时消毒，以免发生意外。

专家提醒，出行时，谨记乘车礼仪；
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就医；就
医途中要全程佩戴口罩，避免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 （李杏 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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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静）1月31日，省卫生健康
委发布消息：1月 28日，陕西省接到山东
枣庄协查函。来函称，山东久旭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部分进口乳清粉及奶枣产品
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已通过线上销售
渠道流入陕西。

经排查，流入陕西省涉疫奶枣涉及

10个市，其中西安灞桥区，宝鸡陈仓区，
渭南华州区、大荔县，汉中南郑区 5份奶
枣样本中新冠病毒核酸检出阳性。目
前，未食用的奶枣已全部追回并封存，对
接触涉疫产品的外环境已全部进行消
毒，追踪管控 1166人，人员和外环境核
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我省通报山东涉疫奶枣流入处置情况

切实防范疫情反弹
守护健康平安家园

农历牛年到来前夕，省劳模、陕西
锦翔饭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陶锦翔，
收到来自秦岭南麓宁陕县潇河九年制
学校吴兴富校长发来的感谢视频。视
频中，稚嫩的“山里娃”在镜头前说出了
发自内心的感谢：“谢谢，让我们的冬天
不再寒冷。”

安康市宁陕县潇河九年制学校，位

于该县四亩地镇，地处大山深处。学校
的取暖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一到冬天老
师和孩子们就发愁。

说来也巧，2019年10月作为代表到
北京参加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的
陶锦翔，遇到了同为代表的宁陕县四亩
地镇党委书记杨恩宏，杨书记无意中说
到了潇河九年制学校的有关情况。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陶锦翔返陕
后，就向西安市总工会相关领导汇报了
潇河九年制学校的困境，并表示企业愿
意解决学校冬日取暖问题。2020年1月
初，该市总领导带队来到潇河九年制学
校，陕西锦翔饭庄有限责任公司向学校
捐赠 47台空调，价值 18万余元，给每个
教室和宿舍都装上了空调。

“今年冬天特别冷，有了捐赠的空
调，孩子们再也不受冻了。”用吴校长的
话说，“寒冬不寒，锦翔送暖，寒冷天气再
也不会影响
我们的教学
和学生在校
生活。”
（李刘刚）

身边

来自大山深处的感谢

近日，某外卖平台骑手按照用户订单
要求，不假思索将一杯奶茶泼到了前来取餐
的男子身上，“尽职尽责”完成订单，引起网
友热议。目前，外卖小哥已和被泼男子达成

和解，平台也对外卖小哥进行了批评教育。
外卖小哥是我们不少人生活中的

“刚需”，当我们饿着肚子时，他们在大街
小巷中穿行，尽量让那一句“您的餐到
了”及时送达。由于市场竞争激烈，除了
传统送餐，一些外卖平台还推出了“私人
订制”的跑腿服务，帮忙购物、帮忙排队，

甚至帮忙代念情书、帮忙道歉，外卖小哥
变身“送啥都快”的“万能小哥”，成为不
少人高效生活的得力助手。

但“万能”不是真的“啥都能”，“江湖
救急”也要有底线。面对要求“泼奶茶”
等不文明行为的奇葩订单，面对可能会
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恶作剧”订单，外卖

小哥得擦亮眼，学会说“不”：这样的单咱
不接，这样的锅咱坚决不背。

对用户来说，也应该将心比心，别把
外卖小哥当“机器猫”，别滥用外卖小哥的
真诚，别让他们为难。接到外卖时，说一
声感谢，为外卖小哥的辛苦付出点赞，也
为这个世界增加一点温情。 （周文冲）

别滥用外卖小哥的真诚

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近日，
铜川市总工会、市慈善协会组织
开展“爱心关照·慈善帮困”活动，
为该市 35名困难离退休老职工每
人发放慰问金2400元。

据了解，“爱心关照·慈善帮
困”活动是由铜川市总工会和
市慈善协会联合开展的，专门

针对困难离退休老职工的民生
帮扶品牌活动，自 2014 年开始
已连续开展 8 年，累计帮扶救助
困难离退休老职工 300 余人次，
发放慰问金 73.2 万元，帮助部
分老职工解决了生活困难，传
递了党和政府的温暖，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反响。

铜川2021年“爱心关照·慈善帮困”活动举行

据新华网 1月 31日，中办、国
办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
方案》。根据方案，我国将推动户
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除
超大、特大城市外，在具备条件的
都市圈或城市群探索实行户籍准
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试行以
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有序
引导人口落户。

其中提出，推动劳动力要素
有序流动，包括推动户籍准入年
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和提升人力资
源服务质量两方面。

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
共服务平台，推动社保转移接
续。加快建设医疗保障信息系
统，构建全国统一、多级互联的数
据共享交换体系，促进跨地区、跨
层级、跨部门业务协同办理。

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
简化优化人力资源服务许可流
程，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事中事后
监管。组建社会化评审机构，对
专业性强、社会通用范围广、标准
化程度高的职称系列，开展社会
化职称评审。

我国将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本报讯 1月 30日，随着最后
一条交通标线施划完毕，标志着西
安市星火路铁塔拆除后路面全部
恢复完成，为迎接十四运献上一份
厚礼，市民抬头可见舒朗的天际
线，出行环境大大改善。

在这段约 1.8公里的道路上，
沿线架设110KV和10KV的高压输
电线路，由 12座高压铁塔及 35根

电线杆承载，保障了周边生活生产
的正常供电。为解决这一历史问
题，按照全市“三改一通一落地”方
案要求，莲湖区委、区政府积极推
进架空线落地这一重点工作，不断
优化周边居民出行环境。同时，完
成铁塔拆除后的路面修补工作，共
恢复电杆基础42个，破除铁塔基础
10个，出动施工人员130余人。

西安市星火路高压铁塔全部拆除

新闻新闻新闻

1月30日，奋战在云南玉溪
中老铁路建设工地上的工人们，
收到了中铁一局新运公司工会
寄来的一份特殊礼物——《陕西

工人报》。工人们津津有味地阅
读，表示能在这么远的地方看到
家乡的报纸，感到非常高兴。

刘顺良 摄

(上接第一版)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她的不

懈努力下，仅用1个月，技术就达到
了入职一两年职工的操作水平，在
新工比武中她轻松夺冠。面对一
个班次 12小时、近 30公里的巡回
路线，她在三尺弄档里，手脚不闲、
来回穿梭，尤其在质量上做足“精
细”文章，确保“认真”二字。她利
用业余时间认真研读现代化纺织
业的有关书籍，虚心向有经验的
老师傅学习请教，不断总结操作
要领、工作经验，努力提高自身素
质和技能水平，很快就融入到“梦
桃小组”团队之中。

日常工作中，小组时常遇到
难开的“老虎车”。一次，车间接
到生产部生产 C/T18 新品任务，
该品种是军工产品，为棉涤混纺系
列品，生产任务重、难度大，刚上机
台异常难开。谁去看车，谁都头
大。吕生丽获悉后主动请缨，找轮
班长和组长要求换到该机台工
作。为了看好“老虎车”，她每天提
前40分钟上岗，仔细了解上一轮班
的运转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然后
有条不紊安排好自己的工作，一边
认真操作、一边观察机台的特点，
勤巡回、严把关，短时间内，就把

“老虎车”的断头、缠绕等问题一一
化解，“老虎车”很快被降服。由于
积极肯干，成绩突出，她多次荣获

公司“岗位明星”，两次荣膺“先进
生产者”。

在同事眼里，吕生丽一心工
作、吃苦耐劳，但对于家庭，她却深
藏内疚。工作忙、顾家少，丈夫是
农民且共同养育了两个孩子，负担
本就不轻。意想不到的是丈夫又
查出患有尿毒症，需做器官移植手
术，家里的重担几乎全落在她身
上。厂领导得知后，入户慰问，慷
慨捐助；小组姐妹们在生活工作
上，也伸出援手，尽力帮助。

“浓浓的亲情，暖暖的爱意，使
我亲身体验到梦桃姐的一句话，不
让一个伙伴掉队。人生征途漫漫，
惟有奋斗！”吕生丽表示。

进厂六年来，吕生丽干过落
纱、摇车、摆管、值车工。无论干什
么工作，她干一行、爱一行，钻一
行、精一行。在公司、车间、班组三
级各项检查中，她所看管的机台从
未发现过错支、错管、错粗纱等质
量问题。车间主任张栓平拿出去
年 12月份吕生丽个人主要生产指
标完成情况：清洁 97分，技术操作
96.9分，产量 8820公斤，效率 98%，
被大家誉为“放心岗”。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她
把人生最美的芳华和梦想织进
了绚烂多彩的纺织事业中，用汗
水书写了一位杰出的“三秦最美
农民工”。 （张翟西滨）

据教育部网站 为让学生在学
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络和游
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近日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
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中小学生原则上
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
需求的，须经家长同意、书面提出
申请，进校后应将手机由学校统一

保管，禁止带入课堂。
《通知》强调，学校要将手机管

理纳入学校日常管理，制定具体办
法，明确统一保管的场所、方式、责
任人，提供必要保管装置。应通过
设立校内公共电话、班主任沟通热
线等途径，解决学生与家长通话需
求。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
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

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