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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党率航）龙腾盛世，
神州大地迎新春；鹤舞长空，商山洛水展
新颜。1月 16日晚，“康养之都·年味商洛

——把商洛唱给你听”2023 商洛市原创
歌曲新春演唱会在商州区影剧院举行。
演唱会全程同步现场直播，为新春佳节营

造浓厚的喜庆氛围。
伴随着一曲欢快热烈的开场舞《龙

腾盛世过大年》，演唱会拉开了帷幕。歌
伴舞《我的家在商洛山》《天竺山》《华山
华阳好风光》《小城镇安》等用优美的曲
调向广大游客发出了畅游商洛的热情邀
约。《康养洛南》以新颖的说唱形式表现
了避暑之都、汉字故里的厚重历史和独
特气候。小合唱《木耳姑娘》让人们再一
次回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在商洛考察的感
人一幕，揭示了“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永恒主题。歌曲《等你在最美的商洛》

《丹江蓝里望故乡》《江山美》《唱的幸福
落满坡》表达了 200 多万商洛儿女始终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当好
秦岭生态卫士，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让人民群众共享美好幸

福生活的坚定决心。整台晚会热情讴歌
了商洛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
积极实践，生动展现出商洛历史悠久的
厚重文化，秦楚交融的多元民俗、青山秀
水的宜居生态，生动描绘出商洛人民在
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同心同向、
团结奋斗的壮美画卷，充分反映出商洛
人民建设“一都四区”、谱写商洛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的豪迈气概。最后，整场演
唱会在耳熟能详的《秦岭最美是商洛》中
落下帷幕。

本次新春演唱会由市文旅局主办，市
广播电视台和各县区文旅局承办，既是营
造“干干净净迎新春、热热闹闹过大年”浓
郁年味的主要内容，也是开展“我们的中
国梦·文化进万家”，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的一项具体行动。

2023商洛市原创歌曲新春演唱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 南 玺）日前，陕西省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公布，我市山阳汉剧等 3 类 6 个项目成功入选陕西省第七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了解，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规定，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申报项目是指具有杰出价值的民间传
统文化表现形式或文化空间，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有典型意义，
或在历史、艺术、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及文学等方
面具有重要价值。

此次公布的省级入选项目共 92个，分为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
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及传统
体育、游艺与杂技等10大类，我市3类6个项目入选。其中，山阳县剧
团申报的山阳汉剧入选传统戏剧项目，商南县文化馆申报的商南绒绣
入选传统美术项目，陕西大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洛源豆腐干制
作技艺、柞水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申报的古镇宴席三点水和手
工编草碗技艺、山阳县文化馆申报的猫碗入选传统技艺项目。

我市一批项目入选省级非遗名录

本报讯 （通讯员 魏平瑛 王桂林）为做好近期血液保障工
作，1 月 9 日，市委办、市政府办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冬春季血液保
障工作的紧急通知》。柞水县积极响应号召，把血液保障工作作为当
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和民生实事来抓。

县政府立即召开县直各部门和乾佑街道、下梁镇主要负责人会
议，动员部署、落实责任、分解任务，明确献血时间、地点，要求领导干
部带头，党员示范引领，干部职工和广大市民积极参与。

1 月 12 日至 14 日，柞水县分别在县迎春广场、中医医院门前和
下梁镇 3个采血点开展了无偿献血活动。许多爱心人士得知近期血
液紧缺的消息，从几十里外专门赶来献血，由于领导带头、党员示范，
广大干部职工及市民踊跃参与，3 天时间 399 人捐献血液 13.6 万毫
升，超额完成了 200人的献血任务。

春节将至，人员流动较为密集，新冠病
毒感染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血液采集仍将
面临巨大的压力。爱心不论大小，善举不
分先后，希望市直各单位、其他县区、企事
业单位积极行动，各社会团体、爱心市民踊
跃参与，奉献爱心，捐献血液，共克时艰，用
爱心保障各级医疗机构临床急诊急救用
血，用行动助力全市人民生命健康。

柞水保障冬春季血液供应

本报讯 （通讯员 薛妮妮）1月 5日，商州区人民法院沙河子法
庭向一起离婚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发出《离婚案件当事人夫妻共同
财产申报令》。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正
式施行后的首份《离婚案件当事人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

该案中原告苏某某与被告李某某因夫妻感情破裂，请求法院判
决离婚。原告苏某某请求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进行分
割。沙河子法庭在向该案离婚当事人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等法律
文书时，一并送达了《夫妻共同财产申报承诺书》《夫妻共同财产申报
表》，告知双方当事人填报要求，权利义务和未如实申报要承担的法
律后果。

该案主审法官闫伟伟介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
益保障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了离婚诉讼期间，夫妻双方均有向受理
该案的人民法院如实申报夫妻共同财产的义务，至此正式以法律
形式将离婚案件当事人如实申报夫妻共同财产确立为当事人的一
项法定义务。

沙河子法庭发出的《夫妻共同
财产申报承诺书》《夫妻共同财产申
报表》有助于解决法院在审理离婚
案件中存在的“查明夫妻共同财产
难”的现实困境，便于公正高效地处
理离婚案件共同财产分割问题，同
时保障弱势方能够公平地分割到共
同财产，做到案结事了，维护辖区和
谐稳定。

沙河子法庭发出首份《离婚案件

当事人夫妻共同财产申报令》
1 月 13 日，秦岭地区普降大雪，积雪

厚度达 20 多厘米，温度降至零下 15 摄氏
度，面对新年初雪造成的大面积车辆滞
留，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蓝商分
公司以雪为令，上下齐心协力，全力以赴
战风雪，确保春运返程高峰道路安全畅
通，用无私的奉献和坚守温暖着旅人回
家的路。

15 时，所辖路段开始降雪，蓝商分
公司第一时间启动除雪保畅应急预案，
迅速投入除雪保通工作中。根据路段
积雪结冰实况和车辆通行流量等情况，
工作人员针对秦岭山区路段桥隧比例
高、风大雪大的特点，分两路东西合作，
协同交警、路政、养护部门合理分配机
械物资的用量及投入时机，坚持机械为
主、人工为辅的除雪方式，利用除雪王、
平地机、高速滚刷等机械车辆，进行机
械 组 合 、梯 队 联 合 不 间 断 作 业 ，对
XK1582+401—XK1575+595 段长大纵
坡及阴坡、隧道出入口、高架桥、互通式
立交等重点路段撒布融雪剂，并通过可
变情报板、收费站提示过往司乘减速慢
行，全力保障司乘春运路段畅通。

广大党员干部将除雪保畅的第一线
作为攻坚克难的“主战场”，主动奉献、履
职担当，冲锋在除雪保通的第一线，冒着
纷飞的大雪、顶着凌厉的寒风，协助交警
部门进行交通管制，在分流执勤点指挥
交通、引导车辆。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
初心使命，让鲜红的党旗在秦岭山间的
冰雪中迎风飘扬，为司乘人员筑起一道
道坚固的“红色堡垒”。

蓝商分公司充分发挥“路警联勤指
挥室”协调指挥能力，路政、养护、监控协
同高速交警统筹指挥，对全线桥梁易结
冰路段及临崖临水危险路段加大巡查频
率和值守；及时排查拥堵、易发生事故路
段，帮助受困司乘尽快驶离，有效防止次
生事故的发生；对秦岭地区长大下坡危
险路段，车多缓行路段及时进行交通疏
导；对打滑的重型车驱动轮胎下撒布融
雪剂及防滑沙，尽快帮助司乘脱困；及时
发布交通信息，引导公众合理出行，通过
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环节、特殊路段，实
时掌握道路通行状况，确保全线车辆安
全有序通行。

大雪寒风中，蓝商分公司工作人员

化身为志愿者，他们无暇整理凌乱的头
发与衣服，更无暇顾及冻得通红的双手
与脸庞，提着电壶、捧着水杯、抱着方便
面、拿着小面包，积极为收费站及主线滞
留的司乘提供帮助。后勤部门加班加点
为司乘人员端来了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面
条。大雪无情人有情，一腔热血化解了
滞留司乘的后顾之忧，这一刻尽显温暖
与感动。

截至 1 月 15 日 12 时，蓝商分公司共
出动除雪王 14 台班、平地机 16 台班、工
具车 20 台班、5T 自卸车 7 台班、除雪人
员 200 多人次，撒布融雪剂 172 吨，为司
乘人员提供方便面 56 箱、小面包 500 多
个、面条 150 多碗、饮用热水 500 多升，稀
饭、馒头、烧饼、鸡蛋 200 多份，有力地保
障了司乘人员安全，让漫漫回家路充满
温暖与感动。

雪拥秦岭真情在 昼夜坚守保畅通
本报通讯员 闫 磊

本报讯 （通讯员 张 杰 刘春荣）针对春节期间聚集性活动
增多，农村老年人等脆弱人群将面临新冠病毒传播风险等实际，近
期，丹凤县卫健部门建立起“三级包抓”责任制，筑牢农村老年人健康
安全保障网。

丹凤县卫健局成立由 6 名科级领导、25 名干部组成的 6 个新
冠病毒感染者医疗救治督导工作专班，不定期通过现场指导、暗
访督查、电话微信督导等形式对所包抓单位进行督查，坚持问题
导向、点面结合，突出重点环节，重在发现问题，着力推进各医疗
机构规范发热门诊（诊室）管理、落实分级诊疗制度、加强药品物
资储备等工作。

为有效发挥县域医共体在新冠疫情中牵头抓总作用，依托医共
体总院为载体，加强各分院在新冠病毒感染中应急处置、医疗救治、
发热诊室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县医院、县中医医院抽调 174名
院领导和医护人员，下沉一线，分别对应包抓 18 个镇办卫生院和
157 个行政村（社区）卫生室，对镇村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进行业务知
识培训，增强他们应对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处置能力和自我防护意
识。总院与分院建立双向转诊渠道，确保重症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为有效落实农村 65岁以上老年人合并基础性疾病的健康管理，
18 个镇办卫生院班子成员包一两个村，卫生院职工“一对一”包户到
人，全县 65岁以上重点人群 38071 人，每人落实一名家庭签约医生，
定期通过电话微信沟通、上门等形式开展巡诊服务，及时掌握重点人
群健康状况，协助做好就诊服务。通过“三级包抓”举措，为农村老年
人提供强有力的健康保障。

丹凤筑牢老年人健康安全网

为缓解困难家庭生活压力，结合全县进村入户“三
送”活动，1月12日，丹凤县妇联携手陕西省妇儿基金
会，为蔡川镇困难群众捐赠价值9.24万元的美赞臣二
段奶粉50箱。 （本报通讯员 张佳琳 摄）

1月17日，由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商洛彩虹
公益中心、商州区融媒体中心、商州区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热心支持的银天使计划“春节暖心包”活动
在商州区刘湾街道仁和社区举行，为300多位老人
送去装着春联和各类蔬菜水果的暖心包，商州文联
邀请的多名书法家义写春联，将年货和新春祝福送
到老人家门口。 （本报记者 王孝竹 摄）

1 月 12 日，山阳县委
组织部负责人带队来到高
坝店镇黄土凸村、高坝街
社区、富桥村慰问驻村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看
望生活困难户，为困难户
和监测户送去爱心大礼
包，确保基层群众过一个
祥和的春节。
（本报记者 贾书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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