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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互联网+”
大学生双创大赛落幕
西安培华学院获金奖

日前，陕西省教育厅主办的第五
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落下
帷幕，西安培华学院推荐的项目《巧娘
草编——非遗助力脱贫，推动乡村振
兴》荣获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
金奖，该校共有18个项目入围陕西省
赛复赛，其中6项进入会议评审环节，2
项进入金奖争夺赛。

近年来，西安培华学院将打造创
新创业品牌活动作为“双创”教育的重
要抓手，打造了盘古创业大讲堂、盘古
创享会和暑期创客训练营等品牌活
动。暑假期间，学校持续举办创客特训
营，开展丰富多样的活动。据悉，该特
训营已经连续举办六年，累计参与学生
1500人次，完成专利申报76项。

此外，西安培华学院依托5000平米
的创客中心，打造服务全校大学生创新
工程训练、制造工艺技能训练、科技创新
试验、科技型创业孵化、柔性生产制造任
务、大学生创业孵化的开放平台，助推学
生实现创业梦想。现阶段已入孵10余
个合作企业项目部、20余个大学生创业
项目，服务5600余个大学生创新创业训
练计划项目，支持700余个“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项目。

据统计，近三年，学院先后斩获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2个，银奖 1个，铜奖 12个；大学生创
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国家级立项 10
项，省级立项 82 项，校级立项 300
项。P② 农思思

曲江三小
举行新生入学礼

9月9日下午，曲江三小开学典礼
暨新生入学礼举行。曲江三小校长陶
秀蝉、校长助理李勇等共同参礼。

现场，陶秀蝉向全校师生与家长表
示欢迎，她表示，今年，学校进入了跨越
式发展阶段，分别在课程体系、三级建
模、四大特色、智慧校园建设取得良好
发展并收获社会各界的好评。她向学
生提出，在学校和家里要学会学习，学
会做人，学会生活；向老师们提出，要身
正为范，深耕课堂。随后，李勇将新生
名单递交给15位班主任。

本次典礼的举办，是学校“3×3”课
程体系实现课程育人、活动育人融合发
展的展示，引领学生在仪式参与中，提
升综合能力。在悠扬的歌声中，开启崭
新的征程。P③ 农思思

西安经开区举办
“不忘初心”主题讲座

9月9日，西安经开区邀请西安交
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韩锐副教授作
主题为“不忘初心使命，传承西迁精神”
的主题讲座。此次专题讲座是纪律教
育活动开展以来的第二次讲座，也标志
着经开区纪律教育学习宣传月活动正
式启动。

据了解，一直以来，经开区党工委
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先后开展了

“讲规矩、守纪律，转作风、提效能，抓落
实、促发展”“讲政治、敢担当、改作风”
等多次专题教育活动。今年7月，党工
委对全区纪律教育和警示教育工作进
行认真研究部署，制定了《关于加强纪
律教育和警示教育深入推进“以案促
改”工作实施方案》。8月，西安市纪委
下发《关于在全市开展第二个纪律教育
学习宣传月活动的通知》后，党工委及
时制定了《关于开展纪律学习宣传月活
动实施方案》，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深
入开展“‘五查五看’专题讨论会”“主题
党日”“警示教育”“廉政文化建设”等系
列活动。

本报记者周婷婷

9月 8日，西安怡口在大明
宫建材家居城北二环店举办首
届怡口软水节暨大型公益“师
恩璀璨”捐赠活动，以此致敬教
育工作者们。

据了解，西安怡口从 8
月 18 日起，向西安市教育工
作者免费送出 5000 个麦饭
石煎锅，并向西安市高校校

友会、西安第四十六中学、
西安航空六一八中学、怡口
老用户教师等教育工作者捐
赠 350 台怡口净水器，总价
值 220万元。

在本次活动中，怡口还发
布了全新机型——原装进口黑
钻系列产品及Gourami直饮系
列产品。黑钻系列新品能够为

高净值人群带来高端全屋净水
系统的完美体验；灵动Gourami
系列纯水机外形小巧，简单易
用，新鲜直饮，整机看起来科技
感十足，能够为消费者带来更
安全的净水体验，提升健康饮
水生活质量。

怡口中国销售及市场副
总裁周守文表示，怡口一直领

跑高端净水市场，在中国高端
净水市场占有率超过50%。未
来怡口将不断研发更多新品，
力争为每个家庭带去至高“水”
准的健康生活。

西安怡口环保设备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永和表示，西安
怡口将继续在公益的道路上砥
砺前行。P① 刘梦锟

西安怡口举办“师恩璀璨”公益活动

为教师捐赠220万元净水器

上周五，由本报与众信旅游
西安分公司联合举办的“爱在金
秋·畅游欧洲”旅游季活动正式
开启，消息一经推出，咨询报名
火爆。“五国的知名景点都包含
哪些？”“我父母70岁以上还能报
名吗？“住宿以及当地气候条件
怎么样？”“行程里有强制购物和
自费项目吗?”……针对读者的
各类行程疑问，热线工作人员均
予以悉心解答，大家都收到了满
意的答复。

此次11月5日出发的欧洲
五国 14日行程，串联了众多丰
富的景点，让你的欧洲之行玩得
更精彩更尽兴。西安-意大利-
奥地利-德国-瑞士-法国，自南

向西，所达之地都堪称是欧洲国
家的代表。从意大利最负盛名
的文艺复兴运动发源地佛罗伦
萨，到“亚德里亚海的明珠”威尼
斯，从奥地利“最迷人小镇”因斯
布鲁克，到德国最浪漫城堡新天
鹅堡，从雄伟神奇的埃菲尔铁
塔，到浪漫的香榭丽舍大街；从
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的卢浮宫到
雄伟美丽的协和广场，行程将深
入到每个国家最美、最经典的地
域，带领大家细细品欧洲的风土
人情。此行将乘坐海航空客
A330豪华宽体客机经济舱，住宿
酒店以当地三星至四星酒店为
主，舒适且有品质。

如果还想要获知行程中还

将去到哪些景点以及都有哪些
丰富的玩乐体验等更多信息，三
秦都市报还将在本月20日举办
此行欧洲五国游产品说明会，现

场参与读者均获赠青花瓷碗筷
伴手礼一份，现场报名成功还可
参与抽奖送礼环节。
本报记者王瑾 实习生杨宇轩

三秦都市报“爱在金秋·畅游欧洲”活动火热报名中

本月20日举行产品咨询说明会

传承非遗经典
助力脱贫攻坚

渭南市临渭区地处关中
粮仓的中心地带，当地人们

用麦草秸掐辫子，就地取材，
通过勤劳灵巧的双手编织出
草帽及各种形式的草编制
品，既增加了收益，又为农村
妇女创造了就业机会。主要

分布在临渭区原区一带，这
里环境相对艰苦，“临渭巧
娘”把现实生活需求与当地
的传统手工技艺结合起来，
开发出适合现代社会时尚潮
流的新产品，得到了广大消
费者的青睐，用传统手工编
织编出了新天地、新生活！

“临渭草编”在助力脱贫的
道路上，用“政府+合作社+贫困
户”的经营模式、扩大产业扶持
链，让更多的农村留守妇女、残
疾人、贫困户参与进来，实现经
济利益和文化发展双丰收，为
当地群众找到了致富方向。

如今，“巧娘草编合作社”
已被陕西省工艺美术协会授予
了非遗草编传习基地，陕西省
嘉义妇女发展中心挂牌“堦子
村妇女博览园”，临渭区妇联挂
牌“妇女创业就业基地”等。

振兴传统文化
一起走致富路

2016年，非遗项目“临渭

草编”的传承人陈春苗、陈有强
在各级政府及文化部门的关心
指导下，他们响应政府精准扶
贫，共同致富的号召，利用合作
社的形式把有志于草编产业的
闲散农户联合起来，以加工厂
为龙头，以众多的家庭式作坊
为基础，对农户实行订单式培
训，带领大家走上了一条共同
致富的发展道路。

“巧娘草编合作社”骨干67
岁的王秋爱一家，三个女儿都
已出嫁，剩下他和老伴，生活全
靠女儿们帮持，自从加入草编
合作社，经济和生活有了很大
的改变，现已成为出色的技艺
培训老师。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原区
一带利用草编增创收入的群众
已达万人以上，产品已销往广
东、山东、河南、东北等地，2018
年产值突破了 1200万，年人均
产值达2万元左右。

本报记者马秀红
实习生杨宇轩

临渭巧娘用草“编”出新生活

非遗助力脱贫 推动乡村振兴
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用草编织出来的茶杯垫、花篮、收纳筐等近百个花样繁多的
草编工艺品，深受市场欢迎，成了城里人居家装饰的时尚品,这就
是“临渭巧娘”在传统的草编基础上，集装饰性与实用性相结合开
发、创新出的奇迹。2017年，“临渭草编”就入选了陕西省第六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近年来“临渭巧娘”的“临渭草编”
在非遗助力脱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方面也成了一支主力军。

意大利罗马斗兽场

“爱在金秋·畅游欧洲”活动咨询
报 名 电 话 ：029-

82227475，18629255329
（周一至周五8：00-18：00）

出团时间：11 月 5
日，仅此一班

活动价格：6999元/
人（注：9月20日产品说

明会现场报名 5999 元/
人，费用包含往返机票、
全程酒店、用餐、境外旅
游巴士及司机、领队服
务费签证费及签证相关
费用、行程中所列景点
门票。)

欧洲五国产品说明会

草编织出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