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李进 记者 孙艳艳） 6
月28日至30日，中央音乐学院优秀青年教师、
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宣讲师张艺星走进洛川
县开展“新时代•新民歌”暨“文艺宣讲师”文
明实践系列活动。

活动中，张艺星走进洛川县中学进行文艺
宣讲，为洛川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县教体局
相关人员、师生们等，详细讲解了民歌的传唱
特点、歌唱技巧、发声要求以及运气方法等音
乐知识。

随后，张艺星还走进洛川县文化馆、北关
小学少年宫、洛川会议纪念馆等处，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专题调研及“音乐教室”“3点半课
堂”等文明实践培训会，并为师生们指导排练
大合唱《壮美延安》。

“整场宣讲让我受益匪浅，无论是从理论
上还是从思想上，都有了新的升华，老师讲到
了音乐党史，让我对以后的音乐教育工作有了
新的思考，我以后会把‘新时代 新民歌’这种

观念融入到音乐课堂，根植于学生的心灵。”洛
川县中学音乐教师王燕燕说道。

“这次宣讲对我们文艺工作者是一种思想的
洗礼。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将以更加昂扬的精
神状态，创作更多具有果乡文化、接地气、沾泥土
的新时代文艺精品，推动洛川县文艺事业迈上新
台阶。”洛川县演艺公司经理田延军说道。

与会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宣讲活动开启了
他们对音乐教育的新视野，学到了很多新理
念、新方法，对以后的工作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我希望可以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同一些优秀作曲家的反映时代、反映生
活和为人民所创作的作品一同展现给大家；希望
可以不辜负学校的嘱托，用音乐回望党史、谱写
初心，用艺术传承使命、传递精神。”张艺星说。

本报讯（通讯员 张曦 记者 叶
四青）近日，延川县关工委联合县教
科体局、县妇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县法律援助中心等单位，组织

“五老”宣讲团深入全县中小学开展
“老少同声颂党恩，携手喜迎二十大”
主题集中宣讲活动。

活动中，延川县退休教师任振邦、
武晖以及县委党校高级讲师张东芳分
别结合自己的教育经验，勉励同学们
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并规范自
己的行为习惯，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
值观、人生观，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这次‘五老’宣讲团走进学校，开
展生动有效的宣讲，让同学们受到了
一次深深的爱党爱国教育和精神洗
礼，更加有力地助推学校党史学习教
育在育人实践中走实、走深、走心。”
延川县圣羽小学教师杨雪说。

据了解，此次宣讲进校园活动将
陆续在延远中学、东关小学等 9所中
小学举办。活动旨在依托“五老”优
势和身边的红色资源，持续深化青少
年党史学习教育和红色基因传承，切
实发挥党史育人的作用，积极培育和
引导广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据介绍，“五老”是指老党员、老干
部、老模范、老教师和老退伍军人，这些
人员长期服务于基层，有着丰富的工
作经验，群众认可度高。目前，延川县
共有任振邦、武晖、呼荣碧、白如明、刘
洁琼、刘东良等200余名“五老”成员。

文艺宣讲进果乡
助力文明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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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人十余载 善举暖人心
——记延安模范张永康

记者 叶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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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指导各地科学精准做好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控工作，在认真总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
方案（第八版）》印发后的防控工作实践，特别是针对
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快、隐匿性强等特点的基础
上，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组织修订形成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
（第九版）》，全面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
“动态清零”总方针，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最大限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主
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优化调整风险人员的隔离管理期限和方式
将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隔离管控时间从“14天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7天居家健康监测”调整为“7天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3天居家健康监测”，核酸检测措施
从“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第 1、4、7、14天核酸检测，采集
鼻咽拭子，解除隔离前双采双检”调整为“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第1、2、3、5、7天和居家健康监测第3天核酸检
测，采集口咽拭子”，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前不要求
双采双检。密接的密接管控措施从“7天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调整为“7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第1、4、7天
核酸检测。

二、统一封管控区和中高风险区划定标准
将两类风险区域划定标准和防控措施进行衔接

对应，统一使用中高风险区的概念，形成新的风险区
域划定及管控方案。高风险区实行“足不出户、上门
服务”，连续 7天无新增感染者降为中风险区，中风险
区连续3天无新增感染者降为低风险区。其他地区对
近 7天内有高风险区旅居史人员，采取 7天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措施。中风险区实行“足不出区、错峰取
物”，连续7天无新增感染者降为低风险区。其他地区
对近 7天内有中风险区旅居史人员，采取 7天居家医
学观察措施。低风险区指中、高风险区所在县（市、
区、旗）的其他地区，实行“个人防护、避免聚集”。其
他地区对近 7天内有低风险区旅居史人员，要求 3天
内完成2次核酸检测。

三、完善疫情监测要求
加密风险职业人群核酸检测频次，将与入境人

员、物品、环境直接接触的人员核酸检测调整为每天1
次，对人员密集、接触人员频繁、流动性强的从业人员
核酸检测调整为每周2次。增加抗原检测作为疫情监
测的补充手段，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可疑患者、疫情
处置时对中高风险区人员等可增加抗原检测。

四、优化区域核酸检测策略
明确不同人口规模区域核酸检测方案，针对省会

城市和千万级人口以上城市、一般城市、农村地区，综
合疫情发生后感染来源是否明确、是否存在社区传播
风险及传播链是否清晰等因素进行研判，根据风险大
小，按照分级分类的原则，确定区域核酸检测的范围
和频次。 （来源：疾病预防控制局）

解读《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

健康小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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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明办以“云”发布方式，推出2022年第一季
度“中国好人榜”。经过各地推荐、网友点赞评议和专
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2人（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
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长期付出，源自内心朴素的大爱。践行善举难在
坚持、贵在坚持。李宅村卫生所医生王宣科32年免费
为残疾人看病，00后男孩马永恩带着截瘫父亲上大学、
独自照顾父亲十余载，湖北邹爱华辛苦付出三十余载、
一口炕锅撑起老弱病残之家，山西耿开文23年来坚持
做慈善献爱心、尽心照顾500多个孩子……越是在命运
残酷的波折中，人性里伟大、善良、坚韧、智慧的光芒才
越动人。唯有出于对他人、对生命的真正热爱和尊重，
才会有日复一日、真心实意的付出。中国人的守望相
助，是道德上的义不容辞，更是同胞间的情之所系。

凡人善举，是快节奏生活里美丽的“慢动作”。山东
教师常燕坚守在生态道德教育一线、致力于黄河入海口
生态保护；西花沟驻村第一书记马继明倾尽所有精力，帮
助村庄成为全镇集体经济发展的典型村；科普志愿者王
方遒支教16年，助力乡村孩子实现“飞行梦”……物质生
活的丰盈固然重要，但精神世界的满足才更持久、更深
沉、更有力量。一批又一批上榜的“中国好人”，没有追求
个人的物质享受和利益满足，而是纷纷选择在乡村振兴、
生态保护、科技创新、疫情防控等具有公共价值的领域，
力所能及地奉献自己的力量，用心用情为美丽中国增光
添彩，不愧为道德标杆、时代榜样。

好人好事，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道德灯塔”。
“中国好人”身上闪烁的，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
是现代社会深入人心的价值取向。拉面馆店主刘希辉
撤店前坚持把32万元会员充值费陆续退给客人，夏恩
代在邻居家厨房起火爆炸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抢险救
援……当1份善良变成14亿份善良，就绘就出文明社
会的温暖底色；当1份勇敢变成14亿份勇敢，就构筑起
守护群众的安全长城。推荐好人、评议好人、宣传好
人，能够激发和带动更多人学习好人、关爱好人、争当
好人，为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发挥积极作用。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大力为好人点赞，代
表了我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品质的追求。宣
传和学习好人好事，要始终在行动上下功夫、在实践
中见成效，让点滴爱心聚沙成塔，推动全社会形成崇
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天下的社会氛围，树起崇尚模
范、关爱模范、争当模范的良好风尚。

“中国好人”以朴素大爱
点亮文明之光
苏芮

精神文明建设 大家谈大家谈

张永康帮助何红卫老人是一次偶然，
此后十年无间断，在安塞当地演绎了一段
助人为乐、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佳话。

张永康是陕西延长石油（集团）管道
运输第二分公司郝家坪输油站站长。
2013年3月，他发现距离单位两公里左右
的一处活动板房内，88岁的何红卫老人
和先天不能走路的女儿相依为命。从此，
这个可怜的家庭便成了他的牵挂。

第一次来到老人家中，张永康看着阴
暗潮湿的屋内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但老
人慈祥的笑容深深烙在了他的心里。他
便自掏腰包，买来一些被褥、衣服、米面油
等日常生活必需品，以解燃眉之急。从那
以后，张永康便成了老人家中的常客，隔
三差五就去看望老人，打扫卫生、浇灌菜
园、洗洗涮涮……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减
轻负担。

夏天，张永康最担心老人的房顶漏水，
每到大雨前后，他都要抽时间过去看看，有
时候修补修补房顶，有时候疏通疏通水渠，

看到一切安好，悬着的心才会放下。冬天，
他心里总惦记着老人的取暖安全，一次次暖
心叮嘱、一趟趟细致查看，用爱心为老人筑
起一道坚实的“安全墙”。随着时间推移，
这份爱心慢慢变成为了一种牵挂的亲情。

张永康心里十分清楚，相比较于物质
生活，老人更缺少的是陪伴。因为离得近，
张永康下班后便不由自主地走到老人的家
中，哪怕是坐一会、拉点家常，心里也觉得
踏实。每次在老人的家里，他都会耐心地
听老人诉说，不管是外头遇到的新鲜事还
是老人家里的烦心事，他们之间无话不谈。

遇到过年过节，张永康心里首先想到
的是老人一家。年前，他就会精心准备好
年茶饭、蔬菜、鸡蛋等生活必需品给老人
送去，围坐在炕上，陪老人聊聊过往的生
活。遇到中秋、端午等传统节日，张永康
便早早准备，粽子、月饼、可口的饭菜，与
老人共享节日的欢乐。老人生日时，他便
买来蛋糕、饮料，相聚在一起共同庆祝生
日。“永康和我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他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提起张永康，何红卫
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2017年，在当地政府的关怀下，老人
一家搬离了活动房，被安置在安塞城区的
单元房内，居住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张
永康知道后，非常替他们高兴：“终于不用
受冬冷夏热的苦了！”他组织单位志愿者
一起为老人搬家暖窑。华灯初上，新房子
了，一屋子人热热闹闹地吃着热腾腾的炸
糕、饸饹，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房间，也映
红了老人的笑脸。

2022年3月4日一大早，张永康早早来
到市场上采购了蔬菜、蛋奶、猪肉等日常用
品，准备去安置房探望老人。“因为疫情原
因，有一段时间没有去看望老人了，心里惦
记得很。”路上，张永康坦露心声。驱车半
个多小时，他终于到了老人母女居住的安
置房小区，拿起车上的东西，径直走向电
梯，就像回自己家一样熟悉轻车熟路。

老人颤颤巍巍地打开了房门，看到了久
未见的张永康欣喜万分，拉住他的手就往家

里迎，感激的泪水不由得流了下来，湿润了眼
眶。虽然老人的新家离张永康的工作单位比
较远，但也无法阻断他们之间的这份亲情。

张永康是个心细的人，因为老人年事
已高，加之行动不便，出一趟门十分不容
易，所以张永康每次送去的都是鸡蛋、牛奶
和一些方便储存的蔬菜，为的是尽量减少
老人出门的次数。每次走进房门，张永康
便来回“转悠”，这看看那瞧瞧，及时了解老
人所需，这也成了他的“必修课”。当发现
窗户的玻璃处有裂缝，他便第一时间记录
下来，联系工人及时为老人更换；当发现老
人桌椅不合尺寸，他便二话不说下楼去买；
当发现洗衣机甩干桶出现问题，他便联系
维修师傅上门服务……类似这样的琐事，
他都给予老人无微不至的照顾。

做好事不容易，十年如一日做一件好
事更不容易，张永康被社会所感动，被评为
2022年3-4月份月度“延安模范”。“作为一
名共产党员，遇到困难群众，我理应帮忙，
我还会继续做下去的。”张永康如是说。

● 张永康（左二）带领同事帮助老人维护菜园子● 张永康给老人母女煮饺子吃

近日，安塞区看守所邀请陕西省宣安
消防服务中心教官前来开展消防安全知识
培训。本次培训以组织民辅警观看消防安
全教学视频及实操训练相结合的方式开
展，随后还进行了演练培训，进一步提高了
民辅警熟练掌握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切实
增强了消防意识和防范化解风险能力。

通讯员 白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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