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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
办新闻发布会，表示省环保厅、省工信
厅、省发改委、省住建厅、省公安厅5部门
将联合实施陕西省 2017 年铁腕治霾“1+9”
行动方案，关中城市污染应急响应启动标
准将以西安为中心，统一启动实施。

2017 年是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第一阶段的收官之年，也是完成“十三
五”环保任务的关键之年。

受多种因素影响，目前，陕西省大气
环境质量形势较为严峻，治理任务非常艰
巨。为切实改善大气环境质量，陕西省
委、省政府将今年的大气治理列为环保工
作的“头号工程”，要求采取铁腕措施强力
推 进 。 为 此 ， 陕 西 省 政 府 研 究 制 定 了
《“1+9”行动方案》，明确了治霾的目
标、任务、措施和要求。

《“1+9”行动方案》，即“铁腕治
霾·保卫蓝天”2017 年工作方案 + 联防联
治专项行动方案、关中地区煤炭削减专项
行动方案、秸秆等生物质综合利用专项行
动方案、“散乱污”企业清理取缔专项行动
方案、低速及载货柴油汽车污染治理专项
行动方案、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整治专项行
动方案、涉气重点污染源环境监察执法专
项行动方案、燃煤锅炉拆改专项行动方
案、扬尘治理专项行动方案等 9 个专项行
动方案。

其中，《陕西省“铁腕治霾·保卫蓝
天”2017 年工作方案》 是今年大气治理的
年度工作方案，坚持“减煤、控车、抑
尘、治源、禁燃、增绿”六策并举，立足
当前，着眼长远，标本兼治，大小齐抓，
强化措施，体现铁腕。方案主要包括 37 项

工作任务和10项保障措施，主要内容为：
通过化解过剩产能，优化能源结构，

城乡同步治理散煤，提高煤炭清洁利用水
平，推进清洁取暖，发展绿色建筑，实施
气化陕西工程，严格修订关中地区用煤标
准等任务，推动“减煤”实现新突破。

通过全面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优化
车辆组成结构，提高淘汰车辆拆解率，规
范机动车环保检验行业管理，提高机动车
环保管理水平，开展在用非道路移动机械
管理，推广新能源汽车，发展绿色交通，
规范成品油市场秩序等任务，推动“控
车”取得新进展。

通过提升工地扬尘管控水平，减少交
通和城市道路扬尘，冬防期间严格执行

“禁土令”，开展工业堆场扬尘专项治理等
任务，推动“抑尘”得到新拓展。

通过加快燃煤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
造，加快燃煤锅炉淘汰和环保改造，淘汰
小火电机组，推进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
放，取缔“散乱污”企业，提高重点行业
清洁生产水平，推进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
物整治，深化油气回收治理等任务，推动

“治源”收到新效果。
通过加快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建设，加

强餐饮油烟污染治理，推进秸秆综合治
理，严格烟花爆竹禁限放规定等任务，推
动“禁燃”取得新成效。

通过实施城市增绿工程和绿色屏障工
程，增强环境自净能力等措施，推动“增
绿”开创新局面。

通过加强重污染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建
设和加强应急管理等任务，提升重污染天
气应对水平。

西安碑林可谓中国
最大的书法艺术宝库。
它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
典籍刻石的集中地点之
一，也是历代著名书法
艺术珍品的荟萃之地，
集中了许多杰出书法家
的 传 世 名 作 ， 被 誉 为

“东方文化的宝库”“书
法艺术的渊薮”“汉唐石
刻精品的殿堂”，每年都
吸引着众多海内外游客
前往，成为普及和弘扬
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重
要窗口。

在碑林保存的名碑
当 中 ， 以 唐 碑 最 为 突
出。唐代是中国书法艺
术的繁荣时期，其间名
人 辈 出 ， 有 真 、 草 、
隶、篆等流派，可谓百
花争妍。它上承魏晋六
朝之余韵，下开五代宋
元之先河，是中国书法
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光彩
夺目的篇章，在中国传
统文化史上具有光辉灿
烂的一页，深刻地影响着后来中国乃至
东亚、东南亚书法艺术的发展道路。

通过研究历史我们发现，在唐朝时
期，朝廷就颇为重视书法。“国学”六科
当中的书学科，就是专门教习书法的机
构。弘文馆也教书法，专收五品以上的
官员进行提高，由当时最为著名的书法
大师欧阳询、虞世南等人执教。

众所周知，陕西是一个文化大省，
书画家比比皆是。我父亲是一位书法
家，因深受父亲影响，我如今也从事书
法艺术的教学工作。2012 年底，我陪同
父亲一起应陕西广播电视台之邀，赴泰
国曼谷参加“雁塔祈福·钟鸣五洲 中泰
建交37周年大型文化交流会”。在语言不
同、交流不畅的情况下，我发现，中国
传统的书法艺术受到了泰国人民的喜
爱，我们也受到了明星一般的追捧。

我 女 儿 是 一 位 “00 后 ”， 今 年 17
岁。在学校的国际交流活动中，她曾用
自己写的字作为赠礼送与美国校方；荷
兰苏里南少儿博物馆专程来到西安，为
女儿制作一期“中国少儿书法家的一
天”节目。

我这个普通家庭热爱书法的点点滴
滴，就是陕西书法大省书写文明代代传
承的一个缩写。

旬邑县地处渭北黄土高原沟壑区，位
于陕西咸阳北部，是红色革命老区、国家级
扶贫开发重点县，其境内资源禀赋独特，文
化积淀深厚。马栏革命遗址是旬邑的红色
资源，超过53%的森林覆盖率是旬邑的绿色
资源，煤炭和石油是旬邑的黑色资源。

近年来，旬邑围绕建设“关中最美县”
目标，充分挖掘利用“红、绿、黑”资源优势，
县域经济走上了转型升级、追赶超越的“快
车道”。面对陕西省追赶超越的竞争态势，
旬邑县委书记高玉峰胸有成竹地说：“我们
将撸起袖子，依托‘红、绿、黑’三大资源优
势，对标先进，奋力赶超。”

依托红色资源 打造红色旅游小镇

马栏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革命根
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栏革命旧址有革
命历史遗存15处，是全国100个红色旅游经
典景区之一。旬邑牵住“红色文化”的“牛鼻
子”，激活“红色细胞”，形成“红色能量”，唱
响“红色经济”品牌，带动产业发展链条向
长延伸、向质提升、向深发力，上演了一部
部“红色经济连续剧”。

旬邑先后建成了马栏革命纪念馆、稍
峪沟烈士陵园、红二十六军军部旧址纪念
馆，开通了马栏至照金、土桥至照金旅游公

路，马栏红色旅游镇、马栏干部学院扩建工
程正在建设当中，全力打响红色经典旅游
品牌。马栏革命旧址成为党员干部接受廉
政教育、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阵地，成为广
大群众缅怀革命英烈、弘扬正气的重要场
所，成为青少年学习革命历史、砥砺意志的
重要课堂。2013年，马栏干部学院被陕西省
委组织部命名为全省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和
干部教育实践基地，被西北工业大学命名
为大学生教育实践基地，2016 年被陕西省
委党校命名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此外，“马栏红”苹果荣膺“2015魅力农
产品”称号，前来马栏参观学习的游客络绎
不绝，提升了旬邑对外影响力和美誉度。

发挥绿色优势 打造渭北旅游胜地

旬邑生态资源丰富，森林面积达150万
亩。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林茂草丰、曲径通
幽、四季如画，被誉为渭北高原上的“西双
版纳”，是休闲避暑、旅游度假的理想之地。

旬邑古称豳，周封邑，秦置县，是周文
化的重要发祥地。秦直道、黄河剑齿象化
石、北宋泰塔、秦商文化唐家大院、赵家洞
石窟等古迹享誉三秦。以民间艺术大师“剪
花娘子”库淑兰为代表的剪纸艺术驰名海
内外，旬邑成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

“中国民间剪纸之乡”和“唢呐之乡”。
近年来，旬邑以打造渭北旅游度假胜

地为目标，按照“政府指导、社会参与、市场
运作、多元投入、重点突破、分步实施和可
持续发展”的思路，以“打好生态牌，做活绿
文章”为主线，挖掘生态、文化资源优势，大
力发展生态旅游、民俗旅游、乡村旅游。

旬邑以石门山森林公园为龙头，开发
建设休闲避暑、攀岩、拉力赛、绘画赛、摄影
赛、微电影等旅游项目；以历史文化为线
索，深挖有关精品文物的历史价值、进行考
古研究、整理人文故事，修订名人史册，打
造古豳文化艺术博览园（题图），推动古豳
文化旅游发展；按照“生态+民俗+文化”、

“农庄+休闲度假村”的模式，加快建设家庭
农场、度假村、观光农业等项目；发展健康
养生、餐饮娱乐等产业；举办了中国·旬邑
2016年太极拳邀请赛暨咸阳市太极拳交流
大会，“红色召唤·绿色邀约”2016 中国·旬
邑马拉松赛，第二届年货节，第二届“醉美
旬邑·春韵花海”旅游节等大型活动，旅游
产业发展实现了历史性突破，2016 年接待
游客365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33.25亿元。

开发煤油资源 打造优质能化基地

旬邑地下资源丰富，是全国重点产煤

县，煤炭保有量27.9亿吨，探明储量22.33亿
吨；石油储量 2800 多万吨，天然气储量 1.5
万亿立方米。煤炭工业是旬邑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柱，旬邑按照“强龙头、扩产能、重循
环、促转化”的思路，大力推进煤炭资源综
合利用、煤炭产业转型升级，走出了煤电转
化、综合利用的新路子，实现了低污染、低
排放的发展目标。

马栏地区油气资源相对富集。党的十
八大以来，旬邑县委、县政府全力支持马栏
油田指挥部开展地质调查，吸收借鉴先进
勘探成果和领先技术，寻找开发油气资源
的最佳路径。经过几年努力，旬邑从地层地
质、储层储量、开发路径等方面有了明确认
识，生成了技术资料，得到了专家认可，为
推进马栏油田规模开发奠定了基础。

据马栏油田筹建指挥部赵锋介绍，旬
邑县委、县政府重启马栏油田开发的理念
是：以国家环境保护和油气资源开发的法
律法规为准则，着力打造绿色油田，实现可
持续发展；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以工艺领先
为目标，按照清洁生产、节能减排的要求，
从勘探、开采、储运，到地下、地面、大气实
行“三位一体”的全过程生态和地质环境保
护，高效、环保推进油气资源科学开发。有
理由相信，经过 3 至 5 年的艰苦努力，马栏
油田会建成产量效益具规模、绿色环保当
典范、技术创新领潮流、精细管理促发展的
现代化绿色油田，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
极，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建设关中最美县、
全面步入小康社会提供有力支撑，夯实经
济基础。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文
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
风貌，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青年相声演员
苗阜师承曲艺名家郑小山先生，自幼酷爱传
统艺术，刻苦学艺。他 2007 年取“青云直上、
曲故情长”之意，创办“西安青曲社”。10 年
间，苗阜带领传统曲艺从业人员扎根西安、
走遍陕西、走向全国，形成这一传统文化艺
术样式新的回归与传播热潮。

2014 年，苗阜与搭档王声的节目《满腹
经纶》受到观众热捧，同年央视元宵晚会力
邀二人演出《学富五车》；2015 年，反腐相声
的创作演出，掀起了全社会对“春晚反腐题
材”的强烈反响；2017 年央视元宵晚会，苗
阜、王声表演的相声《打灯谜》让大家捧腹大
笑。中兴西北相声、振兴陕西曲艺、弘扬民族
传统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正能量是苗阜的梦
想。他坚信，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坚守西北相声阵地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全国的传统文化
艺术样式一样，西北的相声没能抵挡住新时
代的冲击，逐渐面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的断层与尴尬。苗阜从铁路技术学院毕业
后，工作于西安铁路局梅家坪供电段一线，
但他一直怀揣着坚守西北相声阵地的梦想。

2007 年，苗阜创办了“西安青曲社”，集
合一批热心传统相声艺术的“80后”青年，从
最初没有固定场地，在广场、校园、城墙根脚
下像老前辈一样“撂地画锅”传播口碑，到后
来逐渐形成气候，拥有两个固定演出茶楼，
青曲社以西北五省资历最深的老艺人三名
为首，以收纳的年轻力量为主体，在老曲艺
精髓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不断成长。

“青曲社”现在已成为中兴陕派相声的
重要社团。苗阜表示，“对人生也罢，对事业
也罢，十年都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十年间，我
们从园子走进了大剧场，从陕西走向了全
国。”今年 3 月 18 日，青曲社将迎来 10 岁生
日，届时全国多位相声名家将莅临现场助兴
演出。

创新中兴陕派相声

“我一直以中兴陕派相声为己任，去年
我和王声写了30多段相声，今年我们希望创
作的力度更大。”苗阜直言，“作为相声演员，

我们不能仅仅迎合现代人的审美喜好，我们
的艺术标准、文化标准要引领大众的欣赏水
平。”在他看来，相声是说学逗唱，一人一台
大戏，以古喻今，尊重传统，虽为小道但内涵
丰富，决不可等闲视之。

“传统文化没有吸引到年轻人，说明你
没有做好，没有把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示出
来。相声是很轻松的艺术形式，是用语言的
方式去传承文化，用短平快的形式把中国文
化以及厚重的历史进行深入浅出的表达。我
希望能通过相声先把年轻人吸引过来，然后
再把传统文化和厚重的历史展现出来。”对
于未来，苗阜也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创作
作品，打造精品，修炼人品，更希望陕派相声
可以被世界各地更多的人民接受和喜爱。

传递弘扬社会正能量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
文艺。“名源之于民，用之于民”，苗阜用公众
和社会给予他的公共影响力，积极弘扬社会
正能量。

苗阜积极参加共青团陕西省委青年网
络文明志愿行动，并投身“我为核心价值观

代言”活动。在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分享会
中，苗阜坚持走基层、下一线、深入青年之
中的做法，受到广大青年热烈欢迎。苗阜还
长期资助贫困山区儿童，为其生活学业提
供资助保障。2014 年，“青曲文化文艺下乡
送温暖活动”与“苗阜、王声领衔陕西曲艺
大展演”两大活动正式启动。苗阜表示，未
来要自费地将更多传统文化艺术送到最基
层的老百姓面前，为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
大发展贡献力量。

本报电（田立阳） 近日，西安交通大学“一
带一路”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揭牌成立，标志
着西部自贸试验区研究工作进入国际化、市场
化、开放式的新阶段。

据了解，西安交大自贸区研究院重点就服务
贸易、自贸区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以及自贸区建
设、发展与运行的法律问题等领域开展持续、深
入研究，为自贸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对自贸区
政策实施效果开展第三方评估；建设自贸区发展
论坛；发布中国自贸区年度发展指数报告；开展
多边文化合作与国际交流，培养自贸区管理的相
关人才。

研究院将输出自贸区发展相关问题的政策建
议报告、自贸区发展指数年度报告、自贸区年度
发展蓝皮书、自贸区发展数据库，主办自贸区发
展论坛、开展学位及非学位培训、培养自贸区人
才等研究成果。研究院为陕西自贸区建设贡献力
量、智慧、方案和对策，为全国自贸区建设探索
成功路径和模板。

本报电（成林、李小伟、李敬） 近日，陕西
省渭南市大荔县荣获 2016年度全省农村公路养护
管理“好路杯”优秀县荣誉称号。

近年来，大荔县为确保公路养管工作持续推
进，与全县 160 多名乡镇保洁员签订公路领养协
议，向社会公示每个工区养护责任人、路政责任
人、镇政府负责人，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先后投
资建成了段家、汉村、伯士等3个公路养护中心；
建成伯士服务区和大朝公路服务区，有效提升了
大荔县全域旅游、全景大荔和最美乡村公路的综
合能力；开展公路路域环境综合治理，全面提升
农村公路养管水平和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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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旬邑打造“关中最美县”
田立阳 吕顺峰

中兴西北相声 弘扬民族文化

青曲社：让陕派相声享誉全国
田立阳 文/图

陕西大荔公路养护换新颜

西安交大自贸区研究院成立

青年相声演员苗阜青年相声演员苗阜、、王声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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