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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在富水镇桑树村防治小麦条锈病无人机在富水镇桑树村防治小麦条锈病

激活农村潜能激活农村潜能 确保全面小康确保全面小康
仲夏时节，千野明媚,百里浓绿。行走在陕南小城商南县的农村，到处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特色鲜

明、体系完善的农业产业实现了由量向质的转变，干净、整洁的村庄环境让人眼前一亮，文明、和谐的新
风令人心旷神怡。

近年来，商南县农业农村局坚持新发展理念，以脱贫攻坚为统领，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以深
化农村改革为主线，突出工作重点、落实各项措施，全力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村美丽宜居、服务优质高
效，不断激发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活力，让农民得到更多获得感和幸福感。

富水王家庄猕猴桃基地富水王家庄猕猴桃基地

清油河后湾美丽乡村清油河后湾美丽乡村

陕西脱贫攻坚系列写真陕西脱贫攻坚系列写真

稳定脱贫
“5+X”让产业强起来

走进商南县富水镇王家庄村猕
猴桃产业基地，数十名村民在田间忙
碌着，有的在除草、有的在浇水、有的
在疏果，他们边干活边说笑，笑容就
像枝头孕育的猕猴桃，充满着希望。

远远望去，一条条宽阔平坦的
水泥路在猕猴桃基地纵横交错，一
幢幢漂亮的小洋房掩映在绿树红花
中，让人感受到了猕猴桃产业带来
的新变化、新活力。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商南县
农业农村局始终把产业脱贫作为治
本之策，按照“精准施策、一户一法”
的原则，以帮扶贫困户建设稳定收入
来源项目为根本，以提高贫困户自我
发展能力和收入水平为核心，打好长
短结合“组合拳”，做好生态农业、特
色养殖、休闲旅游三篇文章，着力培
育发展茶菌果畜游“5+X”产业体系，
持续深化“三带一创”“三产联动”产
业脱贫模式。目前，全县发展茶叶25
万亩、食用菌1亿袋、猕猴桃3万亩、
畜禽养殖120万头（只），带动贫困户
就业3000多人。同时，大力发展中
药材、水产养殖、电子商务、仓储冷链
等特色产业，支持贫困群众因地制宜
发展其他产业，着力打造县有主导产
业、村有特色产品、户有增收项目、人
有致富途径、物有销售渠道的产业扶

贫大格局。
商南县委、县政府围绕“一心三

带五协同”总体规划布局，富水镇按
照“山上茶、山下果、园中菌”的思
路，以20公里现代农业产业长廊，
万亩茶海公园等项目为核心，全面
实施建设茶坊小食品产业园、油坊
岭茶叶加工园、富水食用菌交易市
场等项目。该镇先后被命名为“全
国茶叶一村一品示范镇”“全国农业
产业强镇”。全县产业支撑群众稳
定增收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人居整治
百日行动让农村美起来

今年4月中旬，清油镇在后湾
景区文化广场举行“农村清洁百日
行动”启动仪式，在原有村庄形态
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着力打造

“一村一品、一户一景”，在全县率
先掀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热潮。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事关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广大群众根本福
祉。商南县人居办以“干干净净迎
小康”为主题，印发《商南县2020年

村庄清洁百日行动实施方案》，围绕
“六有”“八无”标准，突出厕所污水、
垃圾、道路、村容村貌等五个方面重
点，着力开展专项整治。同时，切实
明确镇村主体地位，形成镇办落实
主体责任、业务部门指导监督、群众
广泛参与的齐抓共管共建格局。

制定《商南县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实施方案》，协同推进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文明建设。积
极构建农村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
设农村垃圾填埋场2个，垃圾热裂
解气化厂2个；建设21个农村污水
处理站，日处理污水2730吨；建设
畜禽粪污有机肥加工厂8家，完成
70余家规模养殖场粪污固液分离
设施，解决了生活污水乱流、生活
垃圾围村、畜禽粪污污染等问题。

采取悬挂刷写宣传标语、出动
宣传车，发挥红喇叭、网络、报刊、微
信等媒体作用，大力开展宣传。召
开庭院会议，开展“讲评兑做”活动，
营造浓厚氛围。组织党员、志愿者、
村干部、妇女带头开展公共区域清

洁行动，开展“五美庭院户”“最美保
洁员”评比，引导群众养成良好卫生
习惯。健全网格化管理，落实“三
包”责任，通过建立量化考核细则、
设立专栏简报、公开举报电话信箱、
加强日常督查指导、考核以奖代补
等措施，确保“八清一改”落地见效。

如今，在商南县的乡村，一条条
硬化道路干净整洁，一个个农家小院
房前屋后不见卫生死角，排水沟不再
堆积杂物……村民的生活状态和精
神面貌也发生了质的改变，“农闲打
牌”的人不见了，致富能手不断涌现，
文明乡风吹遍了全县的每个角落。

党建引领
服务助农让农民富起来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
党组织就是一座堡垒。新年伊始，
一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全
面打响，县农业农村局党委立即行
动，深入开展疫情防控宣传和人居
环境整治督导，筑起农村疫情防护
网；与城市社区共驻共联共建，组建
4个志愿服务小分队，分别与金福
湾社区、文明路社区、东岗社区、长
新路社区进行全面对接，72名党员
志愿者不惧危险、冲锋一线，为社区
居民送去了阳光般的温暖。

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坚持以大
党建引领，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农业产业发展，全力做好各项工
作。以送政策、送技术、送信息、送
服务“四送”活动为载体，组织对全
县339家涉农经营门店进行摸排，
协调23家农资经营主体开展上门

服务；建立移动信息平台,以病虫
情报、气象信息、生产技术、产业政
策等为重点内容，先后发送各类信
息 25万余条；建立产业技术服务
110平台和产业发展指导员，灵活
方式开展产业扶贫技术服务；加强
农业普法和农业执法检查工作，保
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推动质量兴农、
绿色兴农；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多渠
道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问题，全力确
保防控不缺位、生产不断档、脱贫不
停步、农民稳增收。

商南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
说，商南县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和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
加压奋进，负重前行，按照大格局谋
划、大产业带动、大整治推进、大党
建引领的工作思路，聘请专业团队
精心编制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和

“一心三带五协同”提升规划，以10
个乡村振兴示范村、20个庭院经济
示范村、20个村庄清洁示范村、30
个集体经济示范村、40个厕所革命
示范村为着力点，精心打造产业带、
经济带、景观带，努力构建业兴、村
美、民富的山水画廊，实现乡村振兴
开门红。 闫鹏飞 严德俊

昨日记者获悉，我省著名作
曲家孙韶6月29日凌晨因病医治
无效在西安逝世，享年86岁。

孙韶，1934年8月出生，祖籍
山西运城。国家一级作曲家，陕西
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原团长、中国
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民族管弦乐
学会荣誉理事、中国民族音乐艺术
终身奖获得者。陕西省文史研究
馆馆员，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大学
兼职教授。

作为一名优秀的作曲家，孙
韶一生创作的歌曲、乐曲千余首，
其中有《都来支援农业战线》《手摘
红枣想亲人》《延安儿女心向毛主
席》《小米饭香来土窑洞暖》等流传
全国，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主要
器乐作品有《巴山情歌》《半坡姑

娘》《华祖颂》等。曾出版《碗碗腔
典选》《孙韶歌典选》。艺术成就收
入《中国音乐家名录》《中国文艺家
传集》《当代中国艺术界名人录》
《中国音乐家辞典》《东方之子》《世
界名人录》。

疫情期间，还与妻子贠恩凤、
著名词作家党永庵合作完成了赞
美抗疫英雄的《武汉樱花》《飘香的
黄玫瑰》《社区姑娘》等歌曲。

孙韶是著名歌唱家贠恩凤的
老伴，60多年的艺术道路上，夫妻
二人始终携手相伴、并肩同行。观
众熟悉的是贠恩凤的歌曲，但她背
后的孙韶总是默默地作词、作曲，
无数次现场改编、现场填词。从风
华正茂的小伙到80多岁的老人，
半个多世纪里，他背着一架36斤

重的手风琴，为贠恩凤在工厂、地
头、营房、隧道、煤矿、学校、社区、
车站等地伴奏，始终站在贠恩凤的
身旁，尽职尽责地追随着。台前、
幕后、家里，孙韶尽心尽力，只为贠
恩凤能够专心从事歌唱事业。无
论是灿烂绚丽的舞台剧场，还是条
件艰苦的基层一线，他们把为人民
歌唱作为信念，一个伴奏，一个演
唱；一个幕后创作，一个登台亮相，
生活甜蜜而温馨。

多年来，这对一生相依的夫
妻总是在彼此最需要对方的时候
紧紧挽着手。1982年，孙韶因胆
囊手术命悬一线，心脏停跳 3分
钟，整整七个半小时的手术，恐惧、
焦虑和担心让贠恩凤一头乌黑的
秀发一夜之间变得花白。2018

年，贠恩凤遭遇车祸，孙韶在写给
贠恩凤的一封信上说，“明天（腊月
十四）是你七十八岁的生日，我祝
你生日快乐，健康长寿!几年来，为
了我的健康，你受累了，每周为我
买药分药，这些我都牢记在心，在
这里我向你深深鞠躬，表示谢意。
如今你不幸病了，这是上天安排让
你好好休息!既来之就安之，好好
休息。会很快恢复的!”

贠恩凤深情地说：“要想搞好
事业，没有家庭的支持是不行的。
几十年来，我的精力几乎全在歌唱
艺术上，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家
庭、照顾孩子。老伴孙韶对我的事
业支持很大，我的成绩有70%是孙
韶的。”

本报记者 夏明勤

6月 29日，记者从西安市体
育局获悉，西安市“迎全运·惠民
生”体育+旅游夜跑线路推广活动
正式启动，推出了精心遴选的9条
具有代表性的公园景区夜跑线
路，届时将围绕这9条线路举行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

十四运将于 2021年在陕西
举行，西安市将承办开闭幕式及
多个竞赛项目。近年来，西安市
抢抓承办十四运重要历史机遇，

加大全民健身供给侧改革力度，
广泛实施全民健身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推进“15分钟健身圈”建
设，缓解群众多元化健身需求。
同时，充分结合西安旅游景区、
城市公园等资源优势，打造了一
批环境优美、配套齐全的大型全
民健身园区。此次启动的“迎全
运·惠民生”体育+旅游夜跑线路
推广活动，旨在打造“千年古都·
常来长安”文旅品牌，营造十四

运良好氛围，推进体育旅游融合
发展，丰富群众业余文体生活，
提高身体健康水平，助力“15分
钟健身圈”和“健康西安”建设。

为更好地引导广大群众就
近开展休闲健身活动，西安市体
育局在全市东、南、西、北各区域
精心遴选了 9条具有代表性的
公园景区夜跑线路，具体包括：
曲江之路—曲江池遗址公园夜
跑线路、雁鸣之路—雁鸣湖湿地

生态公园夜跑线路、唐延之路—
唐长安城墙遗址公园夜跑线路、
丹凤之路—大明宫国家遗址公
园夜跑线路、城运之路—西安城
市运动公园夜跑线路、汉城之路
—西安汉城湖景区夜跑线路、长
乐之路—长乐公园夜跑线路、会
展之路—西安丝路国际会展中
心夜跑线路、全运之路—陆港运
动公园夜跑线路。

本报记者王战荣

著名作曲家孙韶逝世
代表作品有《巴山情歌》《半坡姑娘》《华祖颂》等

西安市体育局推出9条夜跑线路

据新华社电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29日宣布，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
国梁将担任新成立的WTT理事会主席，以
全面领导和开拓世界乒乓球的未来。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由国际乒联
于2019年8月创立，是世界乒乓球职业化
改革的里程碑，旨在以运动员和球迷为
核心，帮助国际乒联的赛事体系及商业
体系做全面升级与改造，充分发挥乒乓
球运动潜力，进一步推动乒乓球的世界
影响力，从而在与其他体育项目的竞争
中脱颖而出。

WTT表示，在世界乒乓球大家庭里，
刘国梁是受人尊敬的领导者，拥有出色的
才能及丰富的职业成就。他曾获得奥运
会和世锦赛单打金牌，退役后又曾先后担
任中国乒乓球队总教练和中国乒乓球协
会主席，期间取得了一系列成功，中国乒
乓球协会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乒乓
球协会。

刘国梁说：“乒乓球在许多方面丰富
了我的生活，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这项
运动。因此，我为能够领导WTT理事会
并帮助乒乓球成为世界领先的运动之一
而感到非常自豪和荣幸。”

刘国梁出任世界乒乓球
职业大联盟理事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