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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加拿大在中医药方
面的合作，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
提升中医药影响力，经陕西省国际医学交流促
进会与加拿大三秦总会的协调，9月11日下
午，陕西中医药大学和加拿大昆特兰理工大学
的相关人员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参观
交流，并且开展“中医药中加合作项目”。

据悉，大卫·福劳科瓦斯基院长一行饶有
兴致地参观了医院的中医药文化长廊、国医大
师形象墙及名医馆等地方。在名医馆，袁普卫

副院长现场演示的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法，并
介绍，小夹板固定法能有效地防止再次骨折，
固定性好、治疗成本低、病发症少、并且恢复
快，同时也可为病人减轻痛苦。大卫·福劳科
瓦斯基院长一边仔细观看，一边认真询问操作
方法、适应症、作用原理等相关情况 。

大卫·福劳科瓦斯基院长在参观后表示，
此行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
深，期待未来双方能有更多交流与合作机会。

张颖田亮

国外大学代表团一行
来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参观交流

年轻后生
用行动得到村民认可

“咱村新来了个第一书
记！”2018年 5月，这一消息在
吴堡县郭家沟镇下山畔村传开
后，但看到年轻后生郭晨琛出
现时，大家似乎没有更多希望。

为了尽快了解村情，郭晨琛
一头扎进工作中，翻资料、看数
据、查问题、找短板……下山畔
各村组距离较远、路途崎岖不
平，山高路陡弯急，这个风风火
火骑着摩托车走村串户的身影
立即成为村里的一个“话题”。

7月初，帮扶单位中交二公
局负责人来村里调研，郭晨琛介
绍了村里产业扶贫的设想，公司
负责人被郭晨琛清晰的思路和
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当天就签订
了 300只黑山羊的销售订单。
为了尽快帮助贫困户脱贫，郭晨
琛先后为下山畔村扶贫车间争
取到“爱心大礼包”60吨杂粮加
工订单和4吨农产品销售订单。

“要从最普通的人身上学

到最美好的品质。”郭晨琛深深
地感到扶贫要扶智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他通过爱心超市、道
德讲堂、脱贫攻坚讲习所、十星
级文明户评选等，借力新民风
建设助推脱贫攻坚，激发群众
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在驻村帮扶的96天里，心
细如丝的郭晨琛很快就得到村
民们的认可，并迅速融入下山
畔村这个大家庭中。

年仅28岁
却倒在扶贫路上

两年的部队生活磨砺了他
勇于担当的品格。曾经戎装裹
身，在脱贫攻坚中他仍然像一
个战士冲锋在前。

7月25日凌晨2点左右，郭
晨琛接到通知，沿黄公路下山
畔村段发生严重塌方，他立即
召集村干部赶赴现场排查险
情，站在路中央警示车辆安全
通行，直到第二天铲车到位才
得以休息。

8月11日，黄河干流吴堡段

洪峰流量再次出现预警，郭晨琛
迅速组织“四支队伍”对下山畔
村段河道进行拉网式排查，处理
7处安全隐患点，劝离观光、打鱼
群众40余人……就在殉职的前
一天，他还蹚水踩泥，挨家挨户
排查村民房屋险情。

9月2日，在办公室听了一
夜雨声，8时 10分郭晨琛骑上
摩托车赶去自己联系帮扶的三
户贫困户家中。

9时 50分许，贫困户丁耀
忠将郭晨琛送出大门口，目送
他离开。

可他没想到，这一幕竟然成
了永别。在开展随后的走访途
中，郭晨琛连人带摩托车坠入数

十米高的悬崖下，永远地倒在他
倾注了满腔热忱的土地上。

突来的噩耗让闻讯赶来的
乡亲们哭成一片，全村人都不
愿相信，他们的郭书记就这样
离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在郭晨琛的驻村日志中，
五保户丁耀忠时常出现，由于
丁耀忠患有多种慢性病，他便
将丁耀忠列为特殊照顾对象，
隔三岔五就上门，每次去都要
帮忙打扫一遍家里家外的卫
生。“这孩子就是下雨天都按时
来看我，生怕我一个人出个啥
事！”丁耀忠得知郭晨琛出事
后，难过得几度失声痛哭。
文/图辛亚娥本报记者刘美

汉中市以培育农村创业致
富带头人带动贫困人口就业脱
贫为目标，制定了农村致富带头
人创业培训“千人计划”，在全市
11个县区1010个贫困村，每村
每年培育1至2名农村创业致富
带头人，充分发挥带头人的引领
示范作用，带动万名贫困劳动力
转移就业，实现脱贫致富。

余家沟村是勉县新铺镇远
近闻名的贫困村，张雨生的妻
子前些年因为受不了穷，在儿
子两岁时就抛下他们而去。从
那时起，张雨生一家的生活便
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

脱贫攻坚工作开始后，张雨
生看到了希望。勉县人社局陈

国英局长成了他的帮扶干部，针
对他的实际情况，鼓励他在山坡
上发展茶叶生产。并介绍他参
加了勉县人社局举办的“摆渡
人”“创客沙龙”创业致富带头人
培训，听取专家和创业成功人士
传授讲述创业知识和成功经
验。还送他到当地优秀的茶园
学习技术，为他提供贴息贷款购
置了茶叶加工机械，联合本村18
户贫困户兴办茶叶合作社，流转
承包两座山头260亩山坡地种
植茶树，搞起了茶叶生产、加工、
销售一体化产业。

佛坪县长角坝镇沙窝村距
离熊猫自然保护区和金丝猴保护
区很近，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

美，代辉开办的农家乐就在这里。
代辉家里4口人，有两个孩

子，因为住在山里，田地很少，生
产收益非常低，村里贫困率非常
高。近些年，政府开发乡村旅
游，把沙窝村规划为乡村旅游示
范村来打造。可是代辉因为没
有技术、没有经验，却不知从何
着手。县人社局组织他参加了
农村致富带头人创业培训，还让
他参加了烹饪技能培训。

学到技术的代辉想办一个
农家乐可是没有资金，政府又给
他提供了20万元贷款，帮他办
起了农家乐和民宿。每年可收
入8万元至12万元，两年就收回
了成本，代辉去年就摘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代辉的成功，还带动
了本村其他贫困户纷纷效仿，村
里先后办起了7家农家乐加民
宿，生意都非常好，一个贫困村
就这样整体脱了贫。

重点培育农村创业致富带
头人，培育一个带头人，带动脱
贫一大片，是汉中市就业扶贫
工作中继开发公益岗位、发展
社区工厂带动贫困劳动力就近
就地转移就业之后，又一个创
新举措。计划实施后显现了巨
大的扶贫效益，目前已培训农
村创业致富带头人523人，其中
400余人已创业成功，带动众多
贫困户就业脱贫。

张复来本报记者陈卫平

汉中 培育一个带头人带动脱贫一大片

本报榆林讯（记者韩晓妮）
为进一步推进子洲中药材产业
发展，助力精准扶贫，把子洲县
中药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和经济优势。9月 12日，子
洲县举办中药材产业助力精准
扶贫经验交流会。

据了解，近年来，在国家卫
生健康委的悉心指导下，子洲
县充分挖掘中药材在产业扶贫
和山区农业现代化方面的巨大
潜力，着力规范种植、强化科
研，丰富品类、打造品牌，中药
材已经成为全县四大主导产业
之一，对于加快脱贫攻坚进程
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
是自首届中国·子洲黄芪高峰
论坛举办以来，子洲黄芪产业
受到了中央省市和社会各界的
高度关注，各方有识之士纷纷
加入到研究子洲黄芪的药用价
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的行列
中来。子洲县委书记方虎城表
示，子洲将以中药材产业作为

全县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的“引爆点”，进一步加
快中药材种植、加工、仓储、物
流、研发、检测、服务体系等全
产业链条，着力打造陕西乃至
西部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
的中药材产业集群。

近年来，榆林市委、市政府
抢抓中医药发展机遇，出台指

导性文件，坚持“道地”和优生
原则，打造“南芪、北冬、西甘”
格局，着力把黄芪、黄岑等品种
培育成全国知名品牌，明确提
出将中药材产业作为精准脱贫
的一项重要产业来打造，到
2020年力争实现中药材种植面

积达到40万亩，产值达到15亿
元以上。子洲县目前中药材种
植保存面积已达14.25万亩，其
中黄芪种植保存面积 10.4 万
亩。中药材已经初步成为子洲
县富民强县的主导产业和产业
脱贫的重要抓手。

驻村帮扶96天用行动得到村民认可

28岁郭晨琛却倒在扶贫路上
汉滨16万亩茶园
促农民增收

本报安康讯（张维安 记者 吴琛）
汉滨生态环境优美，气候条件优越，硒元
素含量适中，是栽培茶树、生产好茶的理
想之地。“陕茶一号”茶叶新品种，经过20
多年精心培育研发，成为新中国成立以
来全国20大专业认证植物新品种之一。

近年来，汉滨区加快发展茶叶产
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把茶叶作
为百万亩经济林果园建设的重点之
一，强力推动富硒茶产业快速发展，茶
叶产业成为各基地镇农民增收的主导
产业，为探索茶旅融合、乡村振兴发展
道路、助力汉滨脱贫攻坚奠定了产业
基础。

截至2017年底，汉滨区茶园面积
达16万亩，建成万亩茶叶示范镇5个、
千亩示范村25个、示范园区31个，其中
市级以上茶叶现代农业园区17个，茶
叶加工企业 45家。2018年春茶产量
5620吨，产值11.24亿元。“陕茶一号”
作为我省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茶树新品种，2018年1月被农业农村部
授予《植物新品种权证书》，被省政府作
为唯一的茶叶适生优良品种在全省推
广。目前，在汉滨区双龙、大竹园、晏
坝、中原4个镇发展“陕茶一号”达到5
万余亩。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扶贫扶志扶智在行动

28岁，正是一个生命蓬勃向上之时。然而，榆林市吴堡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青年干部郭晨琛28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
贫路上。

郭晨琛（左一）在村民家中走访

铜川巧借会议东风
唱招商大戏

本报铜川讯（记者王锋）9月13日，
陕西省大批企业界领军人物会聚铜川，
参加在铜川照金召开的省工商联（总商
会）十二届二次常委会。铜川市巧借此
次会议的东风，举办了一次成效显著的
省工商联支持铜川发展招商推介大会。

当日上午，在省工商联（总商会）的
大力支持下，省工商联支持铜川发展大
会在照金举行。近年来，铜川把服务企
业作为政府抓发展的主业，持续优化提
升营商环境，制定了服务重点项目建设
办法，给重点项目工地派驻工地专员，
努力提供“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的服务，坚定不移地鼓励、支持、引导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海升集团、铭帝铝业、
摩贝生物科技等一大批知名民营企业
落户发展。

韩城开展质量文化
“九进”活动

本报韩城讯（记者张军建）9月13
日上午，三秦都市报记者从韩城市
2018年质量月暨质量文化“九进”活动
推进大会上获悉，韩城市将在全市组织
开展质量文化进学校、进医院、进景区、
进市场、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农
村、进商场（简称“九进”）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整合
区域内各类质量教育资源，打造覆盖全
市的质量文化教育网络，全面提升全社
会质量意识和创建意识，让质量文化深
入人心，使“质量第一”成为全社会的价
值追求，形成“全市重视质量人人参与
创建”的合力，推动韩城全国质量强市
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向纵深发展。

在“九进”活动中将全面开展质量
强市示范城市创建和质量知识宣传活
动；建立打击质量违法联动及长效机
制；开展品牌创建活动；做好相关质量
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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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与加拿大在中医药方
面的合作，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
提升中医药影响力，经陕西省国际医学交流促
进会与加拿大三秦总会的协调，9月11日下
午，陕西中医药大学和加拿大昆特兰理工大学
的相关人员在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参观
交流，并且开展“中医药中加合作项目”。

据悉，大卫·福劳科瓦斯基院长一行饶有
兴致地参观了医院的中医药文化长廊、国医大
师形象墙及名医馆等地方。在名医馆，袁普卫

副院长现场演示的手法复位小夹板固定法，并
介绍，小夹板固定法能有效地防止再次骨折，
固定性好、治疗成本低、病发症少、并且恢复
快，同时也可为病人减轻痛苦。大卫·福劳科
瓦斯基院长一边仔细观看，一边认真询问操作
方法、适应症、作用原理等相关情况 。

大卫·福劳科瓦斯基院长在参观后表示，
此行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
深，期待未来双方能有更多交流与合作机会。

张颖田亮

国外大学代表团一行
来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参观交流

年轻后生
用行动得到村民认可

“咱村新来了个第一书
记！”2018年 5月，这一消息在
吴堡县郭家沟镇下山畔村传开
后，但看到年轻后生郭晨琛出
现时，大家似乎没有更多希望。

为了尽快了解村情，郭晨琛
一头扎进工作中，翻资料、看数
据、查问题、找短板……下山畔
各村组距离较远、路途崎岖不
平，山高路陡弯急，这个风风火
火骑着摩托车走村串户的身影
立即成为村里的一个“话题”。

7月初，帮扶单位中交二公
局负责人来村里调研，郭晨琛介
绍了村里产业扶贫的设想，公司
负责人被郭晨琛清晰的思路和
执着的精神所打动，当天就签订
了 300只黑山羊的销售订单。
为了尽快帮助贫困户脱贫，郭晨
琛先后为下山畔村扶贫车间争
取到“爱心大礼包”60吨杂粮加
工订单和4吨农产品销售订单。

“要从最普通的人身上学

到最美好的品质。”郭晨琛深深
地感到扶贫要扶智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他通过爱心超市、道
德讲堂、脱贫攻坚讲习所、十星
级文明户评选等，借力新民风
建设助推脱贫攻坚，激发群众
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在驻村帮扶的96天里，心
细如丝的郭晨琛很快就得到村
民们的认可，并迅速融入下山
畔村这个大家庭中。

年仅28岁
却倒在扶贫路上

两年的部队生活磨砺了他
勇于担当的品格。曾经戎装裹
身，在脱贫攻坚中他仍然像一
个战士冲锋在前。

7月25日凌晨2点左右，郭
晨琛接到通知，沿黄公路下山
畔村段发生严重塌方，他立即
召集村干部赶赴现场排查险
情，站在路中央警示车辆安全
通行，直到第二天铲车到位才
得以休息。

8月11日，黄河干流吴堡段

洪峰流量再次出现预警，郭晨琛
迅速组织“四支队伍”对下山畔
村段河道进行拉网式排查，处理
7处安全隐患点，劝离观光、打鱼
群众40余人……就在殉职的前
一天，他还蹚水踩泥，挨家挨户
排查村民房屋险情。

9月2日，在办公室听了一
夜雨声，8时 10分郭晨琛骑上
摩托车赶去自己联系帮扶的三
户贫困户家中。

9时 50分许，贫困户丁耀
忠将郭晨琛送出大门口，目送
他离开。

可他没想到，这一幕竟然成
了永别。在开展随后的走访途
中，郭晨琛连人带摩托车坠入数

十米高的悬崖下，永远地倒在他
倾注了满腔热忱的土地上。

突来的噩耗让闻讯赶来的
乡亲们哭成一片，全村人都不
愿相信，他们的郭书记就这样
离去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在郭晨琛的驻村日志中，
五保户丁耀忠时常出现，由于
丁耀忠患有多种慢性病，他便
将丁耀忠列为特殊照顾对象，
隔三岔五就上门，每次去都要
帮忙打扫一遍家里家外的卫
生。“这孩子就是下雨天都按时
来看我，生怕我一个人出个啥
事！”丁耀忠得知郭晨琛出事
后，难过得几度失声痛哭。
文/图辛亚娥本报记者刘美

汉中市以培育农村创业致
富带头人带动贫困人口就业脱
贫为目标，制定了农村致富带头
人创业培训“千人计划”，在全市
11个县区1010个贫困村，每村
每年培育1至2名农村创业致富
带头人，充分发挥带头人的引领
示范作用，带动万名贫困劳动力
转移就业，实现脱贫致富。

余家沟村是勉县新铺镇远
近闻名的贫困村，张雨生的妻
子前些年因为受不了穷，在儿
子两岁时就抛下他们而去。从
那时起，张雨生一家的生活便
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

脱贫攻坚工作开始后，张雨
生看到了希望。勉县人社局陈

国英局长成了他的帮扶干部，针
对他的实际情况，鼓励他在山坡
上发展茶叶生产。并介绍他参
加了勉县人社局举办的“摆渡
人”“创客沙龙”创业致富带头人
培训，听取专家和创业成功人士
传授讲述创业知识和成功经
验。还送他到当地优秀的茶园
学习技术，为他提供贴息贷款购
置了茶叶加工机械，联合本村18
户贫困户兴办茶叶合作社，流转
承包两座山头260亩山坡地种
植茶树，搞起了茶叶生产、加工、
销售一体化产业。

佛坪县长角坝镇沙窝村距
离熊猫自然保护区和金丝猴保护
区很近，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

美，代辉开办的农家乐就在这里。
代辉家里4口人，有两个孩

子，因为住在山里，田地很少，生
产收益非常低，村里贫困率非常
高。近些年，政府开发乡村旅
游，把沙窝村规划为乡村旅游示
范村来打造。可是代辉因为没
有技术、没有经验，却不知从何
着手。县人社局组织他参加了
农村致富带头人创业培训，还让
他参加了烹饪技能培训。

学到技术的代辉想办一个
农家乐可是没有资金，政府又给
他提供了20万元贷款，帮他办
起了农家乐和民宿。每年可收
入8万元至12万元，两年就收回
了成本，代辉去年就摘掉了贫困

户的帽子。代辉的成功，还带动
了本村其他贫困户纷纷效仿，村
里先后办起了7家农家乐加民
宿，生意都非常好，一个贫困村
就这样整体脱了贫。

重点培育农村创业致富带
头人，培育一个带头人，带动脱
贫一大片，是汉中市就业扶贫
工作中继开发公益岗位、发展
社区工厂带动贫困劳动力就近
就地转移就业之后，又一个创
新举措。计划实施后显现了巨
大的扶贫效益，目前已培训农
村创业致富带头人523人，其中
400余人已创业成功，带动众多
贫困户就业脱贫。

张复来本报记者陈卫平

汉中 培育一个带头人带动脱贫一大片

本报榆林讯（记者韩晓妮）
为进一步推进子洲中药材产业
发展，助力精准扶贫，把子洲县
中药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
势和经济优势。9月 12日，子
洲县举办中药材产业助力精准
扶贫经验交流会。

据了解，近年来，在国家卫
生健康委的悉心指导下，子洲
县充分挖掘中药材在产业扶贫
和山区农业现代化方面的巨大
潜力，着力规范种植、强化科
研，丰富品类、打造品牌，中药
材已经成为全县四大主导产业
之一，对于加快脱贫攻坚进程
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
是自首届中国·子洲黄芪高峰
论坛举办以来，子洲黄芪产业
受到了中央省市和社会各界的
高度关注，各方有识之士纷纷
加入到研究子洲黄芪的药用价
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的行列
中来。子洲县委书记方虎城表
示，子洲将以中药材产业作为

全县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的“引爆点”，进一步加
快中药材种植、加工、仓储、物
流、研发、检测、服务体系等全
产业链条，着力打造陕西乃至
西部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
的中药材产业集群。

近年来，榆林市委、市政府
抢抓中医药发展机遇，出台指

导性文件，坚持“道地”和优生
原则，打造“南芪、北冬、西甘”
格局，着力把黄芪、黄岑等品种
培育成全国知名品牌，明确提
出将中药材产业作为精准脱贫
的一项重要产业来打造，到
2020年力争实现中药材种植面

积达到40万亩，产值达到15亿
元以上。子洲县目前中药材种
植保存面积已达14.25万亩，其
中黄芪种植保存面积 10.4 万
亩。中药材已经初步成为子洲
县富民强县的主导产业和产业
脱贫的重要抓手。

驻村帮扶96天用行动得到村民认可

28岁郭晨琛却倒在扶贫路上
汉滨16万亩茶园
促农民增收

本报安康讯（张维安 记者 吴琛）
汉滨生态环境优美，气候条件优越，硒元
素含量适中，是栽培茶树、生产好茶的理
想之地。“陕茶一号”茶叶新品种，经过20
多年精心培育研发，成为新中国成立以
来全国20大专业认证植物新品种之一。

近年来，汉滨区加快发展茶叶产
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把茶叶作
为百万亩经济林果园建设的重点之
一，强力推动富硒茶产业快速发展，茶
叶产业成为各基地镇农民增收的主导
产业，为探索茶旅融合、乡村振兴发展
道路、助力汉滨脱贫攻坚奠定了产业
基础。

截至2017年底，汉滨区茶园面积
达16万亩，建成万亩茶叶示范镇5个、
千亩示范村25个、示范园区31个，其中
市级以上茶叶现代农业园区17个，茶
叶加工企业 45家。2018年春茶产量
5620吨，产值11.24亿元。“陕茶一号”
作为我省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茶树新品种，2018年1月被农业农村部
授予《植物新品种权证书》，被省政府作
为唯一的茶叶适生优良品种在全省推
广。目前，在汉滨区双龙、大竹园、晏
坝、中原4个镇发展“陕茶一号”达到5
万余亩。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扶贫扶志扶智在行动

28岁，正是一个生命蓬勃向上之时。然而，榆林市吴堡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青年干部郭晨琛28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扶
贫路上。

郭晨琛（左一）在村民家中走访

铜川巧借会议东风
唱招商大戏

本报铜川讯（记者王锋）9月13日，
陕西省大批企业界领军人物会聚铜川，
参加在铜川照金召开的省工商联（总商
会）十二届二次常委会。铜川市巧借此
次会议的东风，举办了一次成效显著的
省工商联支持铜川发展招商推介大会。

当日上午，在省工商联（总商会）的
大力支持下，省工商联支持铜川发展大
会在照金举行。近年来，铜川把服务企
业作为政府抓发展的主业，持续优化提
升营商环境，制定了服务重点项目建设
办法，给重点项目工地派驻工地专员，
努力提供“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的服务，坚定不移地鼓励、支持、引导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海升集团、铭帝铝业、
摩贝生物科技等一大批知名民营企业
落户发展。

韩城开展质量文化
“九进”活动

本报韩城讯（记者张军建）9月13
日上午，三秦都市报记者从韩城市
2018年质量月暨质量文化“九进”活动
推进大会上获悉，韩城市将在全市组织
开展质量文化进学校、进医院、进景区、
进市场、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农
村、进商场（简称“九进”）活动。

据悉，此次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整合
区域内各类质量教育资源，打造覆盖全
市的质量文化教育网络，全面提升全社
会质量意识和创建意识，让质量文化深
入人心，使“质量第一”成为全社会的价
值追求，形成“全市重视质量人人参与
创建”的合力，推动韩城全国质量强市
示范城市创建工作向纵深发展。

在“九进”活动中将全面开展质量
强市示范城市创建和质量知识宣传活
动；建立打击质量违法联动及长效机
制；开展品牌创建活动；做好相关质量
管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