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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小贴士

本报讯  近日，县卫生局传来喜讯，县农合办主任

杨勇被卫生部授予“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获此殊荣全市仅一人。

多年来，杨勇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强烈

的使命感为动力，以“事业至上、作风过硬、工作

出色”为具体要求，从思想上、作风上加强自身建设，

恪尽职守、竭诚奉献、辛勤工作，出色地完成上级

赋予的各项任务，积极致力于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

制建设，为全县的合作医疗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和

优异成绩。

为了让参合率能每年维持在较高水平，在他的努

力下，县委、县政府从 2007 年起将农民个人缴费筹

资等工作纳入到对乡镇目标责任制考核范围，明确

了乡镇政府在新农合工作中的责任和工作内容，从

而建立了新农合缴费筹资的长效机制；为了有效缓

解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充分发挥新农

合的互助共济作用，他尽可能地为群众得到更多实

惠创造条件；为了让农民和城镇居民得到均等的医

疗保障，借城乡统筹建设之机，他起草《凤县城乡

居民医疗保险试行办法》，并在 2011 年正式启动运

行，从而在全县构筑了城乡一体的大医保格局，实

现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五个统一”，此项工作在

全国开创了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先河。

                              （刘辉君 童军）

过新年，贴春联，是我国春节
的习俗。1 月 29 日至 2 月 1 日，县
文化广电局组织我县书法爱好者，
深入到河口、平木、唐藏等镇村街头，
举行义务书写春联活动。据了解此
次活动共送出春联 1200 余幅。

在活动现场，书法爱好者们不畏
寒冷，铺纸挥毫，一幅幅以歌颂社
会主义新农村、祝福新年新气象为
内容的春联为广大群众送去新春的
问候和祝福。

       （周志林  李根成 翟肖波）

本报讯  1 月 16 日，市委召开全市加

强干部作风建设专题会议后，凤县连夜召开

了全县领导干部大会，传达了全市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改进工作作风会议精神并结合实际

出台了凤县《领导干部改进作风十项规定》。

张乃卫、张明海、郑维国等全体县级领导参

加了会议，会议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

选会主持。

会上，县委副书记张新科传达了当日全

市召开的关于加强干部作风建设专题会议精

神并宣读了凤县《领导干部改进作风十项规

定》，具体为：一是下基层要轻车简从，不要

层层陪同，不要张贴悬挂标语横幅、不摆放

水果香烟；二是压缩精简各类调研检查，倡

导明察暗访，随机走访，不搞事先安排好的

参观式调研检查；三是未经县委、县政府批准，

所有领导干部不准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

不准参加研讨会、庆祝会等，不准以个人名

义发贺电、贺信、题字、题词、作序等；四是

精简文件，凡已经公开发表的文件不层层转发，

除四大班子保留一种工作简报外，各部门一

律不办简报、内刊；五是公务接待严格控制

范围、人员和标准，严格执行工作日不喝白酒、

同城不接待、县内不做客的“三不规定”。六

是严格控制会议数量和规模，开短会、讲短话，

全面落实“无会周”制度；七是严格控制领

导活动性新闻报道，除重大会议外，一般性

会议、调研考察不报道，把更多的版面、镜

头留给群众、留给基层；八是厉行节约，不

准超标准配备公务车、公车私用和私驾公车；

九是严格遵守廉洁从政若干规定，严禁用公

款相互宴请、拜年以及送礼，严禁用公款参

与高消费娱乐活动；十是严格遵守工作纪律，

工作期间不准从事与工作无关的事情。

会上，县委副书记、县长郑维国就当前

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要做好信访维

稳工作，全面落实工作责任制，采取妥善合

理的方法接待和处理，积极热情搞好接待工

作；要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对重点企业部门

进行安全排查，时常绷紧安全这根弦，警钟

长鸣不懈怠；要做好防火患减灾工作，要切

实增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认

真落实各项规定，积极动员，全面部署，集

中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全力确保我

县安全稳定。                  （秋夏成）

我县召开全县领导干部大会 :

出台《十项规定》  改作风见行动

县农合办干部杨勇获全国先进

义务写春联 新春送祝福

本报讯  据相关数据显示，当前

我县城镇化率由 2007 年的 37% 提升

到 2012 年的 70.6%，超过我县“十

二五”末城镇化率达到 65% 的目标，

提前三年完成了凤县“十二五”规划

目标。

2012 年，我县统筹城乡继续走

在省市前列，土地流转五大模式成

为全市典型，推进有条件农民进城落

户 8537 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

数达到 38550 人，占乡村劳动力比重

90%。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和居住环境，

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一是抓

好整体推进、移民搬迁，促使农民转

化为城镇居民。温江寺整体搬迁到留

凤关，利用“三集中”政策措施和灾

后重建集中安置点，引导农民向城镇

集中。二是发展生态工业，将做大做

强企业与妥善安置农民相结合。在腾

出的土地上招引产业集群发展，把东

岭锌业公司、5 万吨黄金冶炼厂等企

业周边村民整体搬迁到城镇人口居住

区。三是大力发展旅游第三产业，鼓

励农民进城创业、务工、购房安居，

膨胀城镇常住人口。 （王伟  马小茹）

春节，是中国农历的
岁首，也是中国民间最隆
重、最热闹的一个古老传
统节日，春节又叫“过年”，
俗称“年”，“年”是一种
为人们带来坏运气的想象
中的动物。

春节包饺子的意义
春节是亲人团聚的节

日，离家的孩子要么远千
里，在过年的前一夜也既
是团圆夜，回到父母家里，
一 家 人 围 坐 在 一 起 包 饺
子，吃团圆饭。包饺子有
其暗地里意义，其作法健
康生活小常识是先和面，”
和”字就是”合”；饺子
的饺和”交”谐音，”合”和”
交”又有相聚之意，以是
用饺子象征团聚。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

对联、对子、桃木板符等
前戏的技巧，它以工整、
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
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
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
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
市照旧屯子，家家户户都
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
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
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朝
开始盛行，到了清朝，春联
的思惟性和艺术性都有了
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著的
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
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
色都作了论述。

守岁
“一夜连双岁，五更

分二天”，除夕之夜，全家
团聚在一起，吃过除夕夜
饭，点起蜡烛或油灯，围
坐炉旁闲聊，等着辞旧迎
新的时刻，通宵守夜，象
征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
驱走，期待着新的一年吉
祥如意。这种习俗厥后逐
渐盛行，到唐朝开始的一
段时间，唐太宗李世民写
有“守岁”诗：“寒辞去
冬雪，暖带入春风”。直
到今天，人们还习惯在除
夕之夜守岁迎新。

古时守岁有两种含义：
年长者守岁为“辞旧岁”，
有珍爱光阴的意思；年轻人
守岁，是为延伸父母寿命。
自汉代以来，新旧年交替的
时刻一般为夜半时分。

爆竹
中国民间有“开门爆

竹”一说。即在新的一年到
来之际，家家户户开门的第
一件事就是使爆发爆竹，以
哔哔叭叭的爆竹声除旧迎
新。爆竹是中国特有产品，
亦称房事技巧图解“爆仗”、

“炮仗”、“鞭炮”。其起源很
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放爆竹可以创造出喜庆
热闹的气氛，是节日的一种
文娱活动，可以给人们带来
欢愉和吉利。随着时间的推
移，爆竹的应用愈来愈广泛，
品种花色也日见繁多，每逢
重大节日及喜事庆典，及婚
嫁、建房、开业等，都要
使爆发爆竹以示庆贺，图
个吉利。现在，湖南浏阳，
广东佛山和东尧，江西的
宜春和萍乡、浙江温州等
地域是我国闻名的花炮之
乡 , 生产的爆竹花色多，品
位高，很是畅销。

城镇化五年目标两年完成

本报讯  2 月 5 日，我县妇女儿

童民生项目款发放暨 2013 年陕西省

妇联、何崇本“爱心牵手亲情暖冬”

春节慰问仪式启动。

妇女儿童民生项目为我县 9个镇

的 72 名困难妇女儿童，发放妇女之

家建设、贫困妇女儿童维权救助、贫

困母亲救助和贫困妇女“两癌”救助

等 4个项目共 12.1 万元救助金

县妇联呼吁，各级妇联组织要

再接再励，把受到爱心捐助的感激

之情，转化为奋发图强、建设凤县、

回报社会的强大动力，为建设美丽

凤县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丁）

72 名妇女儿童获 12 万救助金 

小年刚过，街上的年味越来越浓
了。 2 月 5 日上午，记者看到城南广
场、景观桥、新建路等人流量大的地
段，随处可见红彤彤的灯笼，让广大
群众早早感受到了年味。

县园林环卫管理局为了营造浓
厚的节日气氛 , 组织全体干部职工
对城区进行全面装扮及清洁。先后
对月亮湾公园、中心广场、城南广
场、一江两岸景观平台污渍进行冲
洗。同时，在城区各个绿地广场摆
放特色景观灯，悬挂大红灯笼，衬
托的整个城区喜庆祥和。

                         （何鹏  图 / 文）

街头年味扑面来

本报讯  近日，第十届全国法制宣传暨廉政建设

书画摄影大赛获奖作品揭晓，县广电局干部冯涛的绘

画作品《法制宣传到咱家》喜获全国一等奖。

冯涛现年 34 岁，系凤县文广局文化市场管理干

事，他绘画功底深厚，多年来潜心于贴近群众的绘画

创作，用画笔描绘美丽凤县的幸福生活，其作品多次

获得国家、省、市级大赛奖励。

据了解，第十届全国法制宣传暨廉政建设书画摄

影大赛由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公室联合主办，中央纪

委宣教室、中华全国法制新闻协会、法制日报社等单

位承办。活动以加强法制和廉政法制宣传，服务经济

社会科学发展为主题，活动共收到参赛作品 9000 余

幅，而获得等次奖的作品仅 200 幅。冯涛同志创作的

水粉画《法制宣传到咱家》，以完美的构图，明快的

色彩，灵动的神韵，深刻反映了凤县普法工作的良好

成效，最终经过层层评定，获得绘画类全国一等奖，

据悉，获该奖项的作品全国仅两人。        （刘鸿）

县广电局干部美术作品得大奖

本报讯  近日，县山地摄影协会被评为陕西省先进

集体，在陕西省摄影界新春年会上受表彰。

近年来，我县山地摄影协会坚持“二为”方针，

弘扬主旋律。引导会员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开展多种形

式的摄影创作等摄影实践活动，摄影作品多次在全国、

省市摄影赛事中获奖或展出，数幅作品在摄影专业报

刊刊出，成绩突出。得到了省、市摄影协会的肯定和

摄影界的认可。

2013 年 1 月 20 日陕西省摄影界新春年会在西安举

行，这次年会规模超前，内容丰富，有专家讲座、摄影

精品展，还有互动活动。会上有 6个县区受表彰。

                                   （杨栋甫）

山地摄影协会受省表彰

本报讯  2 月 4日，我县

召开2013年企业家暨双管单位

新春座谈会。县级主要领导，

县级各部门、各双管单位及全

县 51户规模以上企业、11户

招商引资企业主要负责人欢聚

一堂，畅叙友谊，共谋发展大计。

会议通报了 2012 年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同时指出，

2013 年我县将继续坚定不移地

把“围绕工业强基础”作为事

关经济命脉的根本性决策来落

实，推动全县工业发展、质量

效益双提升；坚定不移地把“围

绕旅游谋未来”作为事关凤

县长远发展的战略性决策来落

实，全力推动旅游三产优化升

级；强力支持特色农业与文化

旅游业深度融合，以园区引领

壮大特色农业，以休闲农业引

领旅游业态，着力推进特色农

业向休闲农业转变，不断加快

农业转型发展和农民增收步伐，为加

快实现幸福凤县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会议希望各重点企业和双管单位，

能够增强“热爱凤县”的价值观念，

确立“干大事创大业”的雄心壮志，

上下联动、企地共建，共同打造“宜

居、宜业、宜游”的投资环境。始终

坚持加快发展的信心不动摇，始终保

持奋发昂扬的精神不懈怠，找准定位、

主动作为，为建设幸福凤县多做贡献。

会上，来自凤县四方金矿、矿建

公司、龙源电力集团陕西风力发电公

司等企业代表先后发言，他们纷纷表

示，新的一年，将认真落实党代会和

人代会精神，抓住机遇，加快转型，

加大投入，继续把企业做大做强，推

动我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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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凤县人民法院对一起追索

劳动报酬纠纷案件实行先予执行，19

名农民工终于领到了 8万元欠薪。

凤县法院在审理一起追索劳动报

酬纠纷案件中，案件不能及时审理终

结。眼看年关将至，考虑到农民工返

乡过节的急切心情，办案法官积极联

系案件当事人，对该案进行先予执行，

在法官的努力下，农民工终于领到了

他们的血汗钱，他们感激地说，虽然

只是拿到了部分工资，但还是打心底

里感谢法院和法官们。    （吴子千）

19 名农民工喜领 8 万欠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