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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量鼓舞干劲——

巡回慰问演出队来到建设工地

▲平陆县山西复晟铝业有限公司的演出现场

王斌 摄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斌）11 月 24
日从运城市文化和旅游局获悉，我市日
前启动“中国梦·劳动美”重大工程项目
巡回慰问演出活动。该活动由运城市
总工会主办、运城市文工团承办，旨在
凝聚力量鼓舞干劲，助力“五抓一优一
促”
。
11 月 18 日，演职人员来到平陆县，
在山西复晟铝业有限公司低品位矿石
脱硫项目建设工地，与奋战在一线的职
工欢聚一堂，共话创新发展，同唱胜利
凯歌。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传递信心、
增添力量，受到现场工友的一致称赞。
11 月 20 日，
“中国梦·劳动美”重大工程
项目巡回慰问演出第二场走进临猗县，
在源泰热能有限公司建设工地，为一线
职工送去了欢乐与祝福。观看演出后，
在场的职工代表说，节目非常精彩，他
们备受鼓舞，将继续为运城转型发展蹚
新路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奖金 899 万元

我市今年第五注双色球一等奖诞生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耀）11 月 23 日，从市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传来消息，在双色球 2020117 期中，我
市一彩民中得 1 注一等奖特别奖及多注小奖，共获
得奖金 899 万余元（含派奖 311 万余元）。
当期中奖号码为 09、16、07、10、08、27（红球），
07（蓝球），全国共开出 19 注一等奖。我市中奖彩票
销售站点为 14270193 号投注站，位于市区四季绿城
商业街。该站点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奖彩票是一张
面额 112 元的“18+2”复式票，
“这名彩民已经看好了
号码，
连续守号已经好几期了”
。
据悉，这是我市今年中得的第五注双色球一等
奖，也是奖金额度最高的一注。奖金额度能创新高，
是因为从 2020111 期（11 月 8 日晚开奖）开始，
福彩双
色球启动了 12 亿派奖活动，连续派奖 20 期。其中，
一等奖特别奖派奖 6 亿元，
每期派奖 3000 万元，
单注
最高可中 2000 万。目前，
派奖活动还剩下 13 期。

7 天演出 14 场

盐湖区第一时间志愿者协会助残志愿服务队成立
运城晚报讯（记者 冯杨婕）11
月 23 日上午，21 名坐着轮椅、拄着
拐杖的残障爱心人士，陆续来到盐
湖区委家属院爱心粥屋，参加盐湖
区第一时间志愿者协会助残志愿服
务队成立会。
活动中，盐湖区第一时间志愿
者协会会长张昌勤，介绍了助残志
愿服务队成立的目的和运行计划。
据了解，该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以残

障 人 士 为 主 ， 目 前 有 25 名 队 员。
成立后，助残志愿服务队将关注残
障人士的生存环境，向他们宣传国
家的帮扶政策，提供临时资金救
助，解决部分残障人士就业问题和
子女教育问题，帮助他们走出生活
困境。同时，协会的残障志愿者也
会从自身经历出发，给社会上的残
障人士提供心理疏导等服务，让他
们敞开心扉融入社会。

志愿者代表黄建平说：“虽然
我们身体残疾，但依然有一颗奉
献社会的爱心。这个志愿服务队
给了我们帮助他人的机会，同
时，也让更多人关注我们这个群
体。”
如果你愿意给残障人士提供力
所能及的帮助，或者你也愿意加入
盐湖区第一时间志愿者协会助残志
愿服务队，
可联系 0359-2212111。

冬日送温暖
▶ 11 月 22 日 下 午 3 时
许，
运城市孝贤至德教育集团
董事长曲艳艳携声禹幼儿园
园长杨娜等一行，
给运城经济
技术开发区一线环卫工人赠
送工作服、
围巾、
帽子、
手套等
慰问品，
让他们在寒冷的冬日
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李新胜 摄

守护虞坂古盐道
运城晚报讯（记者 李宏伟）11
月 22 日，在位于盐湖区和平陆县交
界处的虞坂古盐道上，盐湖区和平
陆县有关工作人员剪除古道沿线的
荆棘，搬运清理古盐道上的落石，在
保护古盐道的同时，给游客提供温
馨的服务，受到一致称赞。
连日来，在盐湖区东郭镇磨河
村南山口，东郭镇加强山区防火和
虞坂古盐道的保护，安排专人轮流
值班，严防游客带火进山，保障山林
防火安全以及虞坂古盐道不受破
坏。11 月 22 日上午，记者在平陆县
虞坂古盐道一侧看到，平陆县张店

永济送文化下乡活动圆满落幕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斌）11 月 24 日从永济市
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由该局主办、永济市文化馆承
办的山西省群众文化惠民工程——文化三晋乐万家
“活跃百姓生活，共享文化惠民”送文化下乡活动日
前圆满结束。
送文化下乡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服务基
层，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喜爱。7 天时间里，送文化
下乡小分队先后走进该市蒲州、开张、韩阳、虞乡、张
营、栲栳、卿头 7 个乡镇，累计演出 14 场，节目类型有
舞蹈、戏剧、眉户、器乐演奏、声乐等。演员们以扎实
的功底、精湛的表演，献上了一场场令人难忘的演
出，给现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当地群众也不畏寒
冷，不时给予阵阵掌声和欢呼声，观看群众累计近万
人次。
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送文化下乡活动，把丰富
多彩、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送到了基层，不仅丰富了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使基层百姓共享到文化
发展的成果，能够不断提升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
增强凝聚力。

平陆县小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举办主题活动
凝聚向善向上力量

精心服务受人赞
镇有关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古盐道上
的落石，用剪刀清除古盐道上的荆
棘。一名正在清理落石的赵姓老师
傅告诉记者，他们要用四五天的时
间进行清理，保障虞坂古盐道的清
洁安全。
来自盐湖区的一名游客说，虞
坂古盐道是运城的宝贝，是了解古
河东历史的窗口，在这里能感受历
经风雨和岁月洗礼的盐道历史，了
解古盐道上留下的“伯乐相马”
“按
图索骥”
“ 假道伐虢”
“ 唇亡齿寒”等
典故。虽然景区还处于开发初期，
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能给游

客提供这样贴切的服务感觉很好。
据悉，虞坂古盐道是古人为了
把河东盐运至中原、西北乃至全国
而开辟出的一条道路。该盐道从张
店镇坪头铺村至盐湖区东郭镇磨河
村，沿途山势险峻，坡道盘曲，路面
坎坷不平。现存路面宽 2 米~4 米，
全长约 8 公里。这条运盐古道，对
研究西周至明朝时期的盐业发展历
史和久远文化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
义。2004 年 6 月，虞坂古盐道被公
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
年 5 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运城晚报讯（记者 廖旌汝）为弘扬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传承优秀家风文化，11 月 21 日，平陆县小慧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青年之家”举办“话亲情 晒家
风 传家训”手抄报比赛。
此次比赛采取提前公开命题、现场个人作答、统
一时间限制、当场评比表彰的方式进行。
比赛现场，15 名参赛学生经过两个小时的精心
创作，将 15 幅饱含亲情温暖、体现家风传承的精美
手抄报展现在家长和评委面前。这些作品中，既有
守时守信小故事的生动讲述，又有“同样的错不犯三
次”家规家教的精确表达；既有孝亲敬老扬美德的家
风展示，又有修身养性民为本的家训“晾晒”，充分彰
显了新时代青少年传承优秀文化、乐观成长进步的
家国情怀和蓬勃朝气。
活动中，小慧社工“青年之家”为优秀参赛选手
颁发了中华传统文化核心读本《朱子家训·颜氏家
训·孔子家语》
《孝经》
《红色家书共产党员的初心》
《山西革命烈士家书》
《傅雷家书》等，向其他参赛选
手赠送了励志图书，以此激励和引导青少年常怀报
国之志、常怀感恩之心，心存善念、向善向上，为建设
文明和谐家园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