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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娜的手被
捂得发白变形。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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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中最热的天气如约而至，疫情的突如其
来也让今夏的炎热非同寻常……近日，全国多地又
出现新一轮的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
心，重庆确诊病例在西安的轨迹也让西安的疫情防
控工作再加码。不少社区工作人员不间断上岗，开
展全员核酸检测，给居民排查登记、体温监测、宣传
防疫知识。西安“抗疫人”不畏高温，坚守一线，受
到居民的一致点赞。8月 2日，一只连续戴了 7个小
时手套、被汗水捂得发白、发皱、变形的手更是刷屏
网络，让人直呼心疼。

笔者辗转联系到当事人王瑞娜，她是小寨街
道吉祥社区居委会的副主任。自 2020 年新冠肺
炎疫情开始以来，王瑞娜在社区的工作就 多 了
一 项 内 容——每当出现疫情，她都要给社区与
病例相关人员打电话，或要求居家隔离贴封条，
或联系酒店集中隔离……7 月 20 日南京机场检出
9 例阳性病例后，外溢至全国多省份，西安的疫情
防控工作再加码，王瑞娜的工作也更多了。南
京、张家界、郑州、成都……王瑞娜说，只要与
疫情地有关联的居民她都要联系，一天打上百个
电话。辖区还有酒店，一些中高风险地区来的游
客需要暂时被隔离，游客不配合，王瑞娜就一遍遍
解释。话说得多，又着急上火，忙了一个多星期，王
瑞娜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

实在出不了声，领导刚准备给王瑞娜放假让她
缓一缓，7月 30日，重庆又突然报告 2名新冠确诊病
例，而且病例轨迹还涉及西安多地。排查工作紧急，
王瑞娜买了几盒药给领导申请继续在岗坚持。8月
1日，接到通知要增设核酸检测点，西安市雁塔区小
寨路街道吉祥社区迅速响应，开展紧急动员，王瑞
娜又从社区防疫平台转到检测点帮忙。

8月 1日下午 2点开始整理物资，布置点位，到了
5点，吉祥社区核酸检测点就开始为社区居民进行全
员检测。护目镜、隔离面罩、帽子、手套，王瑞娜的工
作主要是居民信息登记和身份查验，虽没有核酸检
测人员面临的危险性高，但也需要穿戴防护用品。

手套一定要戴合手的，把整个手包裹得紧紧的，这样
干活比较方便，灵活性好。当天从下午 5点一直忙
到晚上 11点多，“连轴转”了近 7个小时，王瑞娜摘下
手套时，整个手都发白了，每根手指都捂皱变形了，
手的边缘还起了泡；口罩、护目镜的密封性非常好，
把整张脸压在其中，脸上压出一条条印，鼻子被压得
又酸又疼……

当晚工作结束后，王瑞娜给自己的手拍下一张
纪念性的照片，被同事在网上传了出去，引发大家关
注，纷纷为她点赞，但她却不在意。8月 3日接受采
访时，王瑞娜正在岗位上忙碌，检测点在室外，除了
要经受高负荷工作，她还要耐受高温、蚊虫叮咬和身
体不适的考验。

不厌其烦地给居民解释检测原因，在登记时仔
细核对人员信息，不断加快登记速度。手酸了，就暂
停几秒钟缓一缓，背上的衣服也湿了。嗓子还没有
好利索，工作时王瑞娜一直咳着。她说：“排队的人
太多，如果我慢一点，居民就要多等一会儿。这个大
夏天，看到老人、儿童冒着酷暑排队很不忍心。”为
了加快速度，她不敢吃不敢喝，生怕自己上厕所耽
误了时间。即便付出这么多，面对采访，王瑞娜依
然说自己不好意思，核酸检测点其他工作人员更
辛苦。她告诉笔者，8月 1日光是吉祥社区半天就
检测了约 1600人，8月 2日一天检测了 3100多人。

虽然工作任务繁重，但社区的不少居民让王
瑞娜感受到了温暖。8月 1日晚上 11点，检测点的
照明灯突然出现问题，光线昏暗，一些小孩子没有
身份证，王瑞娜只能手动在电脑上输入信息，本就
戴着护目镜看不清，这下更是看不见了。见此情
况，一旁排队的居民们就都举起手机的手电筒为她
照明；听到王瑞娜一直咳着，居民们就让她歇一歇，
喝口水再工作……

采访结束时，王瑞娜表示，虽然辛苦但她和同事
们都干劲十足，“全市都在努力，居民配合，工作人员
努力，为的就是给我们的生活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也能保障十四运会顺利召开”。 （马相）

为营造安全环境
虽辛苦但干劲十足

“连轴转”了近7个小时
摘下手套时手都发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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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望）笔者从多家客运站获
悉，为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8 月 4 日
起，西安多家客运站的省际班线停发。

西安汽车站前往河南、湖南、湖北、江
苏、福建、重庆、宁夏、山东、山西、四川、
内蒙古、甘肃、浙江等共 54 条省际线路

暂停发车。
西安三府湾客运站前往河南沈丘、道

口、禹州、商丘、永城、周口、新乡、沁阳、焦
作、孟州、灵宝、豫灵、内黄、浚县、濮阳，安
徽萧县、临泉、亳州，江苏温岭、龙港、乐
清、嘉兴、石狮、南通、苏州，河北沧州、衡

水，山东郓城，湖南长沙
以及上海、浙江、福建、甘
肃、宁夏的 59 条线路暂
停发车。

西安纺织城客运站
发往湖北上津、山西吉县
的省际线路暂停发车。

西安城南客运站前往湖北天门、仙
桃、监利，四川巴中、通江、南江、仪陇，河
南项城暂停发车。

西安城西客运站前往白银、崇信、泾
源、张家川、平凉、泾川、邵寨、朝那、灵台
等地的省际线路暂停发车。

西安城北客运站前往山西吉县、河南
项城、甘肃平凉等地的省际线路暂停发车。

各客运站具体通车时间另行通知。
已购买省际班车预售票的旅客，可前

往客运站或通过原购票渠道办理相关退
票业务并及时关注客运站的微博、微信、
网站出行信息。

西安多家客运站省际班线停发

据新华社微博 交通运输部运输司副
司长李华强 8月 4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交通运输各部门将

严格实施客运管控，全力防范疫情外溢，指
导涉疫地区及时关闭进出中高风险地区所
在县区的道路客运服务，暂停中高风险地

区所在城市的跨城公交、出租车、顺风车业
务。对于途经中高风险地区的公交和轨道
交通线路，实施甩站、跨站运行。

中高风险地区城市跨城出租车顺风车业务暂停

据中国民航网 8月3日，民航局下发
通知，明确旅客在2021年8月4日0时前已
购买乘机日期在 8月 4日至 8月 31日的国
内机票，自 8月 4日 0时起至航班起飞前可
以免费退票，航空公司及其航空销售代理
人不得收取费用；8月 4日 0时前已申请退

票的旅客，不适用本通知。
笔者获悉，今年以来，民航各单位认真

落实民航局《关于切实做好疫情常态化防
控形势下客票退改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
及时、主动出台免费客票退改方案，取得了
较好成效。近期，全国部分地区出现局部

聚集性疫情和零星散发病例，各航空公司
也已陆续发布机票免费退改方案。为全面
配合各地疫情防控要求，减少人员流动，切
实降低疫情传播风险，民航局8月3日发布
通知，在此前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近期
国内机票免费退票要求。

8月4日至31日国内机票在起飞前可免费退

8月4日，在渭南市大荔县
沙苑腹地主产水枣的官池镇北
丁村和小元村，一眼望不到边
的水枣林里噼噼啪啪的打枣声
和枣农爽朗的笑声，成为这个
季节最美妙的丰收乐章。

李世居 李小辉 摄

8月4日，石泉县池河镇开展
交通安全“大宣传”、大劝导、大执
法暨“平安日”统一行动，通过向
过往摩托车、电动车驾驶员发放
宣传彩页等途径，规范群众的驾
驶行为，落实“一盔一带”，进一步
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张磊 摄

本报讯（付瑞霞）8月 4日，笔者从陕西省林业
局了解到，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的大熊猫“丫丫”近
日诞下龙凤胎幼仔，雌性、雄性幼仔的初生体重分
别为137克和110克。截至目前，双胞胎发育良好。

秦岭大熊猫“丫丫”出生于2009年，从2017年开
始参与繁殖配对，但连续三年均发生流产。今年，为
了确保“丫丫”成功繁殖，中心工作人员为它进行了

一系列产科检查和处理，为其顺利产仔打下了良好
基础。“丫丫”的成功产仔，是秦岭大熊猫繁育技术
人员不断探索、攻克难题的又一成功案例，有效解
决了大熊猫难产临床诊断技术和治疗预防的关键
性问题，进一步完善了秦岭大熊猫繁育技术体系。

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今年已成功繁育大熊猫3
胎4仔，人工饲养秦岭大熊猫种群数量已达36只。

圈养秦岭大熊猫“丫丫”诞下龙凤胎

本报讯（记者 薛生贵）往返西安与宝鸡之间
的高铁通勤旅客有福音了！今日起，西安北到宝
鸡南高铁实施优惠“季票”计次票。旅客可一次
购买 20张票，三个月时间内，根据实际出行需要
临时预约车次和座位。

计次票是指有效期内可乘坐限定次数的指
定发到站间规定列车的车票，通过 12306官方网
站或手机客户端购买，凭有效身份证件原件检票
进站。西安北站将实施的计次票为徐兰高铁西安
至宝鸡段，可办理计次票组合的车站有西安北、咸
阳西、杨陵南、岐山、宝鸡南，购买的席别主要为一
等座和二等座。计次票可购买多个不同发到站。

计次票定价按所有车次同席别实际执行票
价统算，并实行相应优惠。8 月 4 日上午，12306
网站还未上线西安北至宝鸡南计次票。记者查

询成渝计次票发现，单次购买成渝高铁二等票，
票价 121元，而购买计次票，60次合计 6028元，折
算单次不到 101元，意味着一次优惠 21元。

旅客购买计次票后需要在 30天内（含当天）
启用，自第一次检票乘车日起，旅客须在 90天内
使用 20 次计次票乘车，超过有效期的，产品失
效。启用期限内未启用乘车的，购票人或乘车人
可在 12306网站申请退款。

记者登陆 12306网站发现，全国
实行计次定期票的有京沪 20 次/90
天，南广（南宁到广州）20次/90天，
成渝 60次/30天，厦深 60次/30天等
多条热门线路。

目前，西宝高铁日均往返旅客
达万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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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起西安至宝鸡高铁可买“季票”

本报讯（梁真鹏）7月29日，安康市岚皋县林业
局就野生动物致害人身财产保险政府救助补偿
工作，与中华联合保险股份岚皋支公司达成正式
协议，全面启动野生动物致害救助保险机制省级
试点，为县域范围内野生动物致害政府救助责任
上了一份特殊的“保险”。8 月 1 日起，野生动物

“肇事”“闯祸”，政府投保出资“买单”。
岚皋县森林覆盖率 80.03%、林木绿化率

89.1%，两项指标均居全省前列。良好的生态环
境为野生动物栖息繁衍创造了舒适条件。然而，
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也会带来一定的“幸福烦
恼”。全县大部分农田处在林间坡地，农作物不
时面临被野生动物伤害的威胁。尤其是秋季 8月
至 11月收获期，玉米、红薯等农作物经常遭到啃
食践踏破坏。一群野猪可以在一夜之间让大片
农田颗粒无收，野生动物伤人畜事件也时有发生。

该县林业局的一项调查显示，2018年至 2020
年，野生动物累计伤人事件 5起，损毁经济作物面
积 2.25万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 2900余万元；野
猪咬伤山羊事件，50余只羊被致害死亡，黑熊伤人
事件 1起，损毁蜂箱 340余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200余万元。

随着该县公众对生态文明建设和保护野生动

物意识的不断增强，森林资源保护管理成效明显，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增多、活动
范围扩大。该县建立野生动物致害政府救助保险机
制，实现野生动物致害农户损失由政府“买单”，为广
大林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上了一道“安全锁”。

根据保险合同规定，投保后可以获得以下保
障：每人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是 1万元，每人每次事
故医疗费用赔偿限额 0.5万元，每人人身伤亡赔偿
限额8万元。发生保险责任事故后，群众可拨打保
险专线 95518向保险报案，或者通过当地政府机构
反映，由相关部门上报。在手续齐备的情况下，保
险公司将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赔付。

安康市天然林保护中心动植物保护科长周利
平介绍，安康素有“天然生物基因库”的美誉。全
市境内野生动物种群丰富，种类已达 60目 214科
1054种，羚牛、朱鹮等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每年造成
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均超过 37.4万元。此次岚皋作
为全省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工作省级试点县，
将野生动物致害救助纳入保险的举措，在保护野
生动物与保障群众人身财产安全方面实现双赢，
有助于尽快将成功经验向全市推广，防止受损群
众因损致贫、返贫现象，促进乡村振兴，为真正实
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野生动物“闯祸” 政府投保“买单”
岚皋县启动“野生动物伤害政府救助责任险”

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记者 黄垚）中国气象
局 4 日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1）》显
示，气候系统的综合观测和多项关键指标表明，
气候系统变暖仍在持续，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风险
进一步加剧。

蓝皮书显示，2020年全球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
水平（1850至 1900年平均值）高出 1.2摄氏度，是有
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三个最暖年份之一。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巢清尘介绍说，我国是
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升温速率
明显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1951至 2020年，我
国地表年平均气温呈显著上升趋势，升温速率为
0.26摄氏度/10年。

“近 20 年是 20 世纪初以来我国最暖时期，
1901年以来的 10个最暖年份中，除 1998年，其余 9

个均出现在 21世纪。”巢清尘说。
同时，蓝皮书指出，1961 至 2020 年我国平均

年降水量呈增加趋势，平均每 10年增加 5.1毫米，
江南东部、青藏高原中北部、新疆北部和西部降
水增加趋势尤为显著。

巢清尘表示，高温、强降水等极端天气气候
事件增多增强，我国气候风险水平趋于上升。
1961 至 2020 年，我国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
势，极端低温事件减少，极端高温事件自 20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明显增多；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以来登陆我国台风的平均强度波动增强。

此外，1991至 2020年，我国气候风险指数平均
值（6.8）较 1961 至 1990 年平均值（4.3）增加了
58%。2020年，我国气候风险指数为 10.8，是 1961
年以来第三高值。

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风险进一步加剧

本报讯（田珂）为打造文化
旅游与科技融合发展新样板，推
动文旅高质量发展，助力高效能
治理，8月 3日，陕西省文化和旅
游厅联合中煤航测遥感集团共
同发布《陕西省红色文化地图》，
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发布仪式现场，与会人员
观看了《陕西省红色文化地图》
介绍短视频，陕西省文化和旅游
厅党组书记、厅长高阳与中煤航

测遥感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赖
百炼共同揭晓《陕西省红色文化
地图》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移
交了《“十四运”陕西省比赛场
馆及文旅景区地图》。本次签署
的战略合作协议，旨在充分发挥
双方优势，围绕推动文化旅游和
科技创新融合发展，加强红色文
化和旅游资源开发等方面的深
度合作，推动陕西文化事业、文
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陕西省红色文化地图》发布 陕西：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三级全覆盖
本报讯（杨小玲）8月3日，

笔者从省民政厅获悉：截至 7
月30日，我省各市（区）、县（区、
市）全部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领导小组，实现省、市、县三
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
全覆盖。

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
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后，
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指挥调度各地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加快建立相应的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议事协调机制。各
市（区）、县（区、市）积极响应，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协调机制迅速
形成。下一步，省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指导
各地各部门依法履职，确保未
成年人保护法规政策不折不扣
贯彻落实，全力推进新时代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