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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最大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携程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

“考完就走”
的旅行
兰州线路受青睐，预订量暴涨400%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首席
记者刘琼）6 月 9 日，全国高考结束，今
夏第一波出游高峰随即到来。记者了
解到，不少 00 后考生倾向来一场“考完
就走”
的旅行。国内最大的在线旅游预
订平台携程的数据显示，高考后一天
内，APP 毕业旅游相关线路产品的搜
索、预订量大幅攀升。其中，兰州线路
颇受欢迎，
预订量较之前暴涨 400%。
数据显示，
兰州高中毕业生的酒店

预订量同比上升约 1 成。在酒店的选择
方面，
近 70%的高考毕业生选择了低星
酒店，预订的酒店平均单间价格约为
350 元，价格同比增长约 1 成。旅行目
的地方面，
兰州高考毕业生最爱去的十
大目的地为北京、成都、西安、上海、重
庆、
杭州、
广州、
青岛、
三亚和厦门。
具体花费方面，兰州 35%的高中
毕业生计划花费 1700 元以下，主要是
国内中短途线路；24%的人计划花费

年收入不少于 6 万元
我省为 26 个贫困县
招聘 150 名特岗全科医生

1700 元到 2900 元，以国内 3 到 5 天的
以及适合高考生与父母私密出游的
跟团游、自由行产品为主；有 41%的人 “私家团”，是今年的黑马，人气是去年
计划花费 2900 元以上，比例最高，一
的 2 倍以上。
些出境游花费高达一两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了解到，毕业
兰州高中毕业生旅游选择什么样
季期间，
携程门票玩乐平台联合景区推
的产品？从携程平台的大数据看，跟
出了“毕业 0 元起”活动，预订德天跨国
团游、自由行、定制游、门票玩乐成为
瀑布景区、
威海圣水观、
哈尔滨龙塔、
梁
人气王。出人意料的是，跟团游成为
野山、九皇山等景区，凭借 2019 年毕业
了首选。尤其是为毕业生旅游设计、 的高（中）考准考证，即可抢购 0 元门
包括各类网红玩法的“毕业旅游团”， 票，
免费游玩。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赵汇） 年收入不少于 6 万元！6 月 11 日，记者从甘肃省卫健委了解到，2019 年
全科医生特设岗位招聘计划工作正式启动。按照计划，此次招聘的 150 名全科医生将服务于白银市、天水市、定西
市、庆阳市、陇南市、临夏州、甘南州的 26 个贫困县。
据了解，
为了吸引更多医务人员到艰苦边远地区服务，
2019 年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继续支持我省开展全科医生
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
优先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国家级重点扶贫开发县等贫困县乡镇卫生院招聘特岗全科医生。
招聘的特岗全科医生工资收入与县级公立医疗机构同等条件临床医师工资收入水平相衔接，服务期内，特岗全
科医生工资性收入每年不低于6万元。今年国家下达全科医生特设岗位计划指标共计150个，
覆盖全省26个贫困县。
按照要求，此次全科医生特设岗位招聘工作将于 7 月 15 日前完成。由白银市、天水市、定西市、庆阳市、陇南
市、临夏州、甘南州卫健委与当地人社部门共同负责实施，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于“两州一
县”等深度贫困县，
特岗全科医生招聘对象可放宽至经过助理全科医生培训合格的全科执业助理医师。

中国秦腔艺术节
14 日起兰州摆“盛宴”
100 张免费戏票等你“秒杀”

李振国为李喜燕献上

——

朵玫瑰花束 。
99

兰大校友李振国夫妇做客母校忆芳华

出走半生，
归来初心依旧

八步沙“六老汉”
三代人治沙造林事迹宣讲走进西北师大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夏苗 实习生肖宗凯）38 年间，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
代人扎根荒漠，紧握手中的铁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完成治沙造林 21.7 万亩，植树 4000 万
株，形成牢固的绿色防护带。6 月 11 日上午，由省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时代楷模”——古浪
县八步沙“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事迹巡回宣讲活动，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在兰
13 所高校的 600 余名师生代表现场聆听了感人事迹。
报告宣讲会首先播放宣传片，片中真实还原三代治沙人在古浪县八步沙林场艰苦奋斗，
人进沙退的场景。第二代治沙人代表、八步沙林场场长郭万刚在会上作了题为《为了那个绿
色的承诺》的报告，
“活人不能让沙子给欺负死！”一句质朴的语言表达了郭万刚对治沙的决
心与承诺。无论艰难险阻，治沙是人和沙漠的对峙，更是人和岁月的较量。第二代治沙人代
表贺中强所作的报告题为《就是拼了命，也要把沙治住》，动情讲述其父耗尽毕生心血治沙的
经历，坚定了他继续治沙的决心。第三代治沙人郭玺从新时代新青年的角度谈治沙，既要
绿，也要富，
希望能从沙漠产生经济效益，沙漠里也能看到绿水青山。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平丽艳）第八届中国秦腔艺
术节将于6月14日在兰州音乐厅正式拉开帷幕。在为期14天的时
间里，来自陕、甘、宁、青、新五省区的秦腔名家新秀将齐聚金城，
为广大戏迷轮番献上拿手好戏。为回报广大读者，
主办方通过兰
州晨报新闻热线和
“掌上兰州”
送出100张免费入场券，
等你秒杀！
第八届中国秦腔艺术节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甘肃省文化和
旅游厅、甘肃省文联、兰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甘肃省戏剧家协会、
兰州市委宣传部、兰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兰州演艺集团承办，陕
西省戏剧家协会、宁夏回族自治区戏剧家协会、青海省戏剧家协
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戏剧家协会等单位协办。
本届艺术节旨在检阅和总结秦腔艺术的发展成就，奉献高
水准、高品位的精品剧目，同时推出优秀戏曲人才。从 6 月 14 日
起，来自甘肃、陕西、新疆、青海和西宁的优秀院团，将在兰州音
乐厅、金城大剧院轮番演出 12 台风格各异的优秀秦腔剧目。据
悉，艺术节期间还将组织名家、名角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惠民
演出，同时拟邀请尚长荣等戏曲名家举办戏曲知识讲座，探寻古
老的秦腔艺术继承、发展、创新之路。
兰州晨报特别温馨提示，本次送出的是《廉吏于成龙》、
《尕
布龙》、
《清风亭》、
《青铜峡》、
《八月十五月儿圆》5 场大戏的演出
门票，因赠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领票方式及数量

6月10日，
兰州大学一场特别的论坛
吸引了众多师生参与。该校1986级物理
系校友李振国、1986级中文系校友
李喜燕夫妇做客兰州大学110周年
校庆
“归来忆芳华”
校友分享论坛，
讲述成长故事，
分享创业历程，
与
母校师生一起忆芳华、
思流年。
陕西首富、隆基绿能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李振国用 18 年时间将其
缔造的隆基股份一手打造成全球最
大的单晶硅光伏产品制造商，并将为
1.49 亿公里之外的阳光转化成能源而
奋斗着，
他的认真给大学时期的班主任张继革留
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张继革眼中，
李振国是一个
“很
较真很有个性”
的学生，
而且有一个特点，
咬定目标不放松！
忆起两人的爱情故事，李振国、李喜燕夫妇满是甜蜜。正是因为 30 年
的相知相伴，
才有了如今美满灿烂的人生。在全场师生的见证下，
李振国为李
喜燕献上 99 朵玫瑰花束，从牵手兰大，到如今相濡以沫，李振国和李喜燕的
爱情经历了人生的磨砺，
却始终坚定执着。
在谈到创业历程时，李振国概括了创业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大学毕
业后的十年，
从 1990 年到 2000 年，
这是一个养家糊口的阶段；
从 2000 年到
2010 年这十年，
是个人奋斗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重要阶段；
2010 年至今，
是责
任与担当的阶段，
这段经历成为他人生中宝贵的财富。他用
“专注”和
“技术
研发”两个关键词解答了为何隆基股份经历了巨大的跌宕起伏，
但依旧平稳
发展。在他看来，
“经历有的时候也是财富。”他说：要选择一件自己感兴趣
并且真正有意义的事，认准这条道，
坚持往前走，
一定可以有所成就。
文 / 图 兰 州 晨 报 / 掌 上 兰 州 首 席记者 武永明

1.拨打兰州晨报客服热线 96555（抢票通道将于 6
月 12 日上午 10 时开启），
每人可获门票两张（共 60 张）。
领票地点：甘肃日报报业大厦 1303 室（兰州晨报新
闻热线）
2.通过掌上兰州抢票，在报名栏中填写“姓名+秦腔
艺术节”，并填写真实有效电话，提交后请在 12 日上午
10：
00 关注掌上兰州中奖信息。
（每人两张门票，
共 40 张）
领票地点：
甘肃日报报业大厦 1203 室（掌上兰州）
领票时间：6 月 13 日上午 10 点至 12 点，下午 3 点至
5 点半（逾期作废）

我省科学家冯起候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首席记者武永明）中国工程院 6 月
6 日公布了 2019 年院士增选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名单，1966
年出生的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冯起入围，
成为
中国工程院 2019 年院士增选我省唯一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
中国工程院 2019 年院士增选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 222 位，
7月
1 日-30 日，
进入第二轮评审候选人的材料将在其单位进行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