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分红我领到了 5000
元，孩子上学的钱有着落了。”
在子长县余家坪镇崖头村香菇
种养殖合作社分红现场，贫困
户贺峰高兴地说。2018年12月
16日，余家坪镇崖头村 75户贫
困户领到了入社以来的第一笔
红利。

46岁的贺峰，是崖头村今年
计划脱贫退出的贫困户。因学
致贫，家中 4口人，贺峰本人残
疾，妻子在县城照顾上高中的儿
子，家里还有上六年级的女儿，
生活拮据。“村上建了香菇养殖
基地，我年初投资2500元钱，这
次领到分红 5000元，乡镇补助
1000 元，今年人均纯收入达
4226元，顺利脱贫。”贺峰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

今年年初，驻村工作队子
长县交管大队针对崖头村产业
发展现状，协调出资 20余万元
改造了闲置的原崖头村学校11
孔窑洞，并购置了冷藏、烘干等
硬件设施，成立了由村支部副
书记李卫东任理事长的“子长
县众兴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同时组织村两委班子成员、贫
困户 20余人到洛川、安塞等地
考察学习食用菌养殖，并投资5
万余元，购买香菇菌棒 10500
棒。

“每个菌棒成本 5元，我们
动员全村75户贫困户分别投入
50-500棒不等的菌棒，未在家
及无劳动力的贫困户，采取由帮
扶干部垫资的模式分别投入
50—200棒不等的菌棒，香菇委

托合作社代为管理。“全村形成
了‘工作队+支部+合作社+贫困
户’的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新模
式。”崖头村包扶工作队副队长
加鸿说。

同时，为了进一步解决贫
困户内生动力不足，发展产业
缺乏技术保障的问题，崖头村
成立了“子长县余家坪镇崖头
村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学校”，
协调聘请延安市县各类专家，
组建专家团队。开设内生动
力、养殖业、特色种植业、棚栽
业、果业、蚕桑业、商贸业、加
工业、运输业等多项致富产业
课程。目前，已开办各类培训
课程 6期，贫困户发展产业积
极性高涨。

“每孔窑洞放 600-800 根

菌棒，每个菌棒成本 5元，收益
5茬 2斤，市场价 8元/斤，每孔
窑洞除去成本，收益至少在
5000元左右。下一步，我们将
对非贫困户开展全覆盖分红，
让村集体经济取得的成果惠及
每一位村民。”崖头村村支书景
智栋介绍。

据了解，此次大会为贫困
户分红 87500元，全村 75户贫
困户根据投放菌棒多少，家家
户户领到了300-5000元不等的
分红，贫困户个个喜笑颜开，纷
纷表示，一定利用好这笔钱，发
展自己的产业，尽早摘掉“贫
困”的帽子。

通讯员 孙乐李秀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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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文理学院
农技培训办到地头

宝鸡文理学院开展高校特色产业
农民技术培训扶贫工作，去年8月和10
月，先后组织10多位教学实践经验丰
富的专家教授，来到柴坪镇、米粮镇的
6个行政村，举办桑蚕养殖、茶叶、核桃、
板栗种植等实用技术培训，培训贫困户
农民580人次。把致富培训的课堂搬
到田间地头，把实用技术经验知识送到
群众手中。 通讯员韩恩强

1月5日，长安大学桥梁专
家罗晓瑜教授来到咸阳彩虹学
校作桥梁专题讲座。

罗教授为同学们作了题为
《桥梁魅影》的讲座，他从参与的
工程项目入手，生动翔实地讲解
了现代桥梁的分类、各类桥梁的

特点以及承载原理。并通过实
例讲解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几
何学、美学在桥梁建设中的具体
应用，进行了桥梁专业知识的普
及，增进学生对桥梁的认识。在
桥梁情怀之魅的讲解中，一代代
桥梁建设者为了国家的繁荣昌

盛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无
不让人钦佩。罗教授鼓励在场
的学生：“青年强大，国家才能强
大。青年要立大志做大事，为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读书。”

讲座结束后，彩虹中学团委
书记任鹏程代表彩虹学校向罗

教授表示感谢，感谢罗教授精彩
的专题讲座，架起了彩虹学子了
解古今中外桥梁的知识之桥，架
起了长安大学与彩虹学校的友
谊之桥。 通讯员 安旭

1月 8日晚，由千阳县人
民剧团和北京红布衫文化发
展公司创排的新编秦腔历史
剧《望鲁台》，在宝鸡市宝烟俱
乐部剧场彩排预演。省市各
级戏剧界专家和观众观看了
演出。

秦腔历史剧《望鲁台》将
备战第九届陕西省艺术节，
讲述了宝鸡厚重的历史故
事，宣扬了中国的传统文
化。该剧以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为出发点，共分
为辞归、望鲁等六场演出，通
过燕伋三次赴鲁、铁肩道义
等生动情节，讲述了出生千
阳燕家山的燕伋撩襟撮土垫
足，筑起“中华尊师第一台
（望鲁台）”的感人故事和首
开儒家文化进入先秦大地之
先河的壮举。该剧旨在传承
和弘扬尊师精神，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图 通讯员 胡小军

黄陵矿业铁运公司
考试强化环保意识

近日，黄陵矿业铁运公司在五楼会
议室进行了环保知识答题考试，来自机
关及基层五段的80余人参加了考试。
参加答题人员由公司在各段和各部室
随机抽取，答题内容涵盖了现行环保法
律、法规、政策、公司规章制度及生产生
活环保知识和低碳生活小常识等。此
次“环境保护知识答题”活动，只是该公
司开展环境保护系列主题活动之一。

通讯员 马西铜

合阳金水派出所
110宣传模式新

1月10日是全国第33个“110宣传
日”，合阳金水派出所在合阳县中心广
场开展了以“警民牵手 110，共创平安
迎大庆”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本次
活动采取“传统+网络”的新型宣传模
式，向广大群众介绍“110”受理范围、报
警要素、报假警的后果。展示了“110”
报警服务在护航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
境等方面的举措和成效。

通讯员党苗苗

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
青工黄其锋出版诗集

日前，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青年职
工黄其锋的诗集《远近之间》由太白文
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诗集共收录了
作者近年来创作的诗歌80余首，全书
分为“家在远方”“记得忘记”“旅梦人”
和“独行的夜”四个小辑。诗集整体反
映了作者工作、生活中的所感所悟，抒
发了作者对诗意灵魂的追求和对美好
生活的热爱。 通讯员 李潇洋

迎新年环山越野赛
冬日亮丽风景线

1月6日，长安汉唐书画院联合西
安山行户外中心在长安区引镇举行“迎
新年环山越野赛”。比赛从引镇安上村
出发，到达东沙窝村后折返回安上村，
全程8公里，分4个组别进行。年龄最
大的60岁，最小的只有9岁。经过两个
小时的激烈角逐，各个组别决出了前三
名，火热的场面成了冬日里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通讯员杜成轩

翠柏实业公司
扶贫情暖学子

1月8日，太白县翠柏实业有限公
司扶贫助残启动仪式在黄凤山小学成
功举办。本次活动，该公司共资助残疾
和家庭贫困学生 8人，为每人资助了
600元慰问金和学习、生活用品。该公
司表示为太白教育奉献爱心，是企业应
尽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太白县教育局
领导对企业的善举表示感谢，对学校教
育工作提出了希望。

通讯员 剑锋 刘军利 闫永强

子长县余家坪镇

闲窑育香菇 摘掉穷帽子

1月 8日，潼关县太要镇秦
王寨社区开展了“关爱高龄老
人，寒冬送温暖”活动，来自潼关
县、镇、社区等领导和志愿者为
400多名老人发放棉衣。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忙碌
不迭，有的帮助维持秩序，有

的根据登记的号码为老人分
发棉衣，有的和老人拉家常，
温馨的场景让社区的老人们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感受到来
自政府和社区的关怀与温
暖。今年冬天刺骨的寒风让
秦王寨社区的干部非常牵挂

老人的过冬问题，他们在分组
包干关注社区留守老人用煤、
用电安全的同时，研究决定从
村集体经济收入中为 60岁以
上的老人购买一套冬季棉衣，
让老人享受集体经济壮大的
成果。

“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这次我们花了近5万
元，为社区 60岁以上的老人每
人发放一套棉衣，让老人共享
社区发展的成果。”秦王寨社区
主任唐雪琴说。

通讯员 张毅

咸阳彩虹学校学子

探索桥梁科学 立志读书报国

潼关秦王寨社区

关爱高龄老人 寒冬送温暖

1月11日上午，由政协西
安市阎良区委员会主办的“沧
桑移民史 百年秦鲁情”阎良
关中山东移民文化绘画展在
陕西省图书馆一楼展厅举行
开幕式，该绘画展将持续到
17日结束。

据了解，在陕西关中渭
北平原上，星罗棋布的村落中
有400多个山东庄，生活着30
多万山东移民后裔。特别是
西安市阎良区，有97个“山东

庄”，保留了丰富的山东移民
文化。本次展出选取优秀的
国画作品，展现了生计无依、
投奔关中、惜别故乡、千里奔
波、垦荒创业、安居乐业、风俗
传承的历史画卷，同时还展出
了山东移民家谱、独轮车等实
物，并展示山东大饽饽、大饼、
酱菜等 10余种特色产品，对
于进一步丰富大秦文化内涵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文/图 通讯员 杨宇普

秦腔《望鲁台》
讲述燕伋感人故事

移民文化绘画展
演绎百年秦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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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棒，每个菌棒成本 5元，收益
5茬 2斤，市场价 8元/斤，每孔
窑洞除去成本，收益至少在
5000元左右。下一步，我们将
对非贫困户开展全覆盖分红，
让村集体经济取得的成果惠及
每一位村民。”崖头村村支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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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此次大会为贫困
户分红 87500元，全村 75户贫
困户根据投放菌棒多少，家家
户户领到了300-5000元不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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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通讯员 胡小军

黄陵矿业铁运公司
考试强化环保意识

近日，黄陵矿业铁运公司在五楼会
议室进行了环保知识答题考试，来自机
关及基层五段的80余人参加了考试。
参加答题人员由公司在各段和各部室
随机抽取，答题内容涵盖了现行环保法
律、法规、政策、公司规章制度及生产生
活环保知识和低碳生活小常识等。此
次“环境保护知识答题”活动，只是该公
司开展环境保护系列主题活动之一。

通讯员 马西铜

合阳金水派出所
110宣传模式新

1月10日是全国第33个“110宣传
日”，合阳金水派出所在合阳县中心广
场开展了以“警民牵手 110，共创平安
迎大庆”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本次
活动采取“传统+网络”的新型宣传模
式，向广大群众介绍“110”受理范围、报
警要素、报假警的后果。展示了“110”
报警服务在护航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
境等方面的举措和成效。

通讯员党苗苗

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
青工黄其锋出版诗集

日前，陕北矿业张家峁公司青年职
工黄其锋的诗集《远近之间》由太白文
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诗集共收录了
作者近年来创作的诗歌80余首，全书
分为“家在远方”“记得忘记”“旅梦人”
和“独行的夜”四个小辑。诗集整体反
映了作者工作、生活中的所感所悟，抒
发了作者对诗意灵魂的追求和对美好
生活的热爱。 通讯员 李潇洋

迎新年环山越野赛
冬日亮丽风景线

1月6日，长安汉唐书画院联合西
安山行户外中心在长安区引镇举行“迎
新年环山越野赛”。比赛从引镇安上村
出发，到达东沙窝村后折返回安上村，
全程8公里，分4个组别进行。年龄最
大的60岁，最小的只有9岁。经过两个
小时的激烈角逐，各个组别决出了前三
名，火热的场面成了冬日里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通讯员杜成轩

翠柏实业公司
扶贫情暖学子

1月8日，太白县翠柏实业有限公
司扶贫助残启动仪式在黄凤山小学成
功举办。本次活动，该公司共资助残疾
和家庭贫困学生 8人，为每人资助了
600元慰问金和学习、生活用品。该公
司表示为太白教育奉献爱心，是企业应
尽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太白县教育局
领导对企业的善举表示感谢，对学校教
育工作提出了希望。

通讯员 剑锋 刘军利 闫永强

子长县余家坪镇

闲窑育香菇 摘掉穷帽子

1月 8日，潼关县太要镇秦
王寨社区开展了“关爱高龄老
人，寒冬送温暖”活动，来自潼关
县、镇、社区等领导和志愿者为
400多名老人发放棉衣。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忙碌
不迭，有的帮助维持秩序，有

的根据登记的号码为老人分
发棉衣，有的和老人拉家常，
温馨的场景让社区的老人们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感受到来
自政府和社区的关怀与温
暖。今年冬天刺骨的寒风让
秦王寨社区的干部非常牵挂

老人的过冬问题，他们在分组
包干关注社区留守老人用煤、
用电安全的同时，研究决定从
村集体经济收入中为 60岁以
上的老人购买一套冬季棉衣，
让老人享受集体经济壮大的
成果。

“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这次我们花了近5万
元，为社区 60岁以上的老人每
人发放一套棉衣，让老人共享
社区发展的成果。”秦王寨社区
主任唐雪琴说。

通讯员 张毅

咸阳彩虹学校学子

探索桥梁科学 立志读书报国

潼关秦王寨社区

关爱高龄老人 寒冬送温暖

1月11日上午，由政协西
安市阎良区委员会主办的“沧
桑移民史 百年秦鲁情”阎良
关中山东移民文化绘画展在
陕西省图书馆一楼展厅举行
开幕式，该绘画展将持续到
17日结束。

据了解，在陕西关中渭
北平原上，星罗棋布的村落中
有400多个山东庄，生活着30
多万山东移民后裔。特别是
西安市阎良区，有97个“山东

庄”，保留了丰富的山东移民
文化。本次展出选取优秀的
国画作品，展现了生计无依、
投奔关中、惜别故乡、千里奔
波、垦荒创业、安居乐业、风俗
传承的历史画卷，同时还展出
了山东移民家谱、独轮车等实
物，并展示山东大饽饽、大饼、
酱菜等 10余种特色产品，对
于进一步丰富大秦文化内涵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文/图 通讯员 杨宇普

秦腔《望鲁台》
讲述燕伋感人故事

移民文化绘画展
演绎百年秦鲁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