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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榆林讯（记者刘美）在第
7个全国“扶贫日”到来之际，为选
树先进典型、关爱扶贫干部、激励
攻坚士气，10月16日，2020年榆林
市脱贫攻坚表彰大会暨颁奖典礼
在榆林大剧院举行。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定点帮扶清涧县子洲县
扶贫团等94个集体荣获“组织创新
奖”，万奋岐、石彦民等265名个人
分别获得奋进奖、贡献奖、奉献奖、
创新奖。佳县、清涧县、子洲县3县
被授予“特别贡献奖”。

会上，榆林市委、市政府总结
脱贫攻坚经验，表彰今年获奖的脱
贫攻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号召
全市上下以先进榜样为标杆，持续
汇聚砥砺前行的强大力量，向脱贫
攻坚发起最后总攻，坚决夺取脱贫
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今年以来，榆林市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
话精神和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
述，以决战决胜之势发起对脱贫攻
坚的最后总攻，围绕“村村过硬、户
户过硬、人人过硬”的目标，强化督
导调度保持尽锐出战，开展“三排
查三清零”提高脱贫质量，户对户
精准施策推动年度减贫任务，出台
《十条措施》答好疫情“加试题”，建
立五大长效机制巩固脱贫成果，在
持续对标补短中推动全市脱贫攻
坚整体工作迈上了新台阶。目前，
榆林脱贫攻坚工作正朝着全省“第

一方阵”的目标迈进。
2015年脱贫攻坚战全面打响

以来，榆林的贫困人口由2014年底
48.63万人减少到2019年底1.82万
人，贫困发生率由 16.3%降至
0.6%。截至目前，这些剩余贫困人
口已具备退出条件，8个贫困县全
部摘帽，899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
域性整体贫困基本解决，脱贫攻坚
取得决定性胜利。

榆林市委书记戴征社在大会
上讲话，他说，脱贫攻坚大浪淘沙、
英雄辈出，在全市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个
人和先进集体。今天受表彰的只
是部分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我们

还有很多不讲条件、不计回报、默
默无闻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其
他优秀个人和集体，他们与广大贫
困群众一起，共同构成了团结奋
进、拼搏创新、实干担当、攻坚克难
的“榆林脱贫攻坚群英谱”。全市上
下要向他们学习，以先进榜样为标
杆找差距、知不足，以榜样为鞭策强
决心、聚动力，以榜样为参照明方
向、循路径，努力汇聚砥砺前行的强
大力量，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
面胜利。“表彰是对奉献的褒奖、鞭
策和激励，脱贫攻坚到了全面收官
的关键时刻，全市上下仍要不懈奋
斗，继续保持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
获全胜决不收兵。”戴征社说。

2019 年 11 月底，新东方教育
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老师一行
来到咸阳市永寿县永太学校探望
师生，发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里
缺少取暖设备，师生们在教室里
冒着严寒，依然书声琅琅，俞敏洪
老师当即决定为永太学校全部校
舍捐赠取暖设备。在与永太学校
的师生们亲切交流后，得知许多
孩子还未曾走出过大山去过西
安，俞老师向全校师生做出了承
诺，“要带永太学校的师生们到西
安完成一次旅行。”

2020 年 10 月 12 日中午，新
东方西安学校派出的大巴车队
驶入永寿永太学校，这所位于咸
阳市永寿县北塬渠子镇车村街
道的九年一贯制学校，距离县城
38 公里，西靠槐山，东临泾河，
被永寿天然槐林所包围。学校
生源覆盖了永太镇周边的多个
村镇，全校现有 3-9 年级学生近
130 名，新东方车队此行正是为
了迎接永太学校全校的 160 名
师生赴西安开始为期 5 天的古
都研学旅程。

探索古都历史
增强文化自信

永太学校师生们的古都研
学之旅从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
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开始，有
序地进入兵马俑博物馆后，由考
古研究的老师带领同学们参观
博物馆内三坑一馆，以考古工作
者的视角揭示一个不一样的秦
始皇陵兵马俑，感受两千年前古
人的智慧，感受宏伟的千年地下
军队。

兵马俑参观结束后，为了让
孩子们更好的了解兵马俑文化，
新东方安排了兵马俑的制作课
程，让孩子们不止在耳濡目染中
接受传统国学的熏陶，更能亲自
动手，学习考古文物修复知识。

第二站古都历史研学之旅，
永太师生们来到了大唐西市，了
解“丝绸之路起点”背后的辉煌历
史，探寻唐朝丝绸公益和唐三彩
的发展历史，伴随着西工大的隋
怀教授生动耐心的讲解 ，孩子们
全神贯注地参观了大唐西市博物
馆，在每一节展品前驻足细细观
看，不时发出由衷的赞叹。在西
市博物馆内，孩子们也换上汉服，
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开笔
礼”，亲自体会和感受传统课堂和
礼制的魅力。

随后师生们迎来了第三个探索
任务，由永宁门城楼登上城墙，学习
古代城市防御体系和格局分布、礼
制知识，开展西安城墙徒步活动，用
脚步丈量历史。

行程第三天的晚间，师生们来
到了久负盛名的大唐不夜城参观，
看着璀璨夺目的灯火和如织的游
客，孩子们也再一次体会到了西安
不仅作为传统文化古都、更作为顶
级旅行目的地的魅力。

走近丹霞地貌
拓展自然素养

新东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优秀

人才面向未来的素养，不止要有对

传统文化的熟识和热爱，更要有探

索自然的热情和经历，因此本次研

学旅程也特意安排了陕西唯一的国

家级丹霞地貌地质公园的探索。在
地质老师的带领下，师生们走近形
成于白垩纪时期的照金丹霞地貌，
穿越亿万年前，感受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分组完成了充满挑战和科考
意义的地质探索小任务。

走进新东方课堂
点亮求知的希望之光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为了孩子
们的古都研学之旅有更多的收获，西
安新东方学校教学管理部集结了中
小学各部门的王牌老师，为孩子们安
排了一整天的文化课程学习，用一整
天的时间为永太的孩子们带来全科
更高效的学习方法和更有趣的知识
呈现，让永太的孩子们也能感受到

“新东方，老师好！”的魅力，也让新东
方的课堂能够点燃孩子们求知的愿
望，点亮他们更长远的求学之路。

为了感谢新东方西安学校为永
太师生安排的精彩和收获良多的研
学行程，淳朴的师生们也制作了锦
旗，锦旗上写着“城乡结对桃李新，
东方拂晓情谊长”，带着全校师生的
殷切嘱托，永太学校的校长谢亚锋
老师把锦旗亲手交到了新东方西安

学校校长姚振华老师手中。

此外，俞敏洪老师在给孩子们
专心录制的视频中表示：“ 我相信一
定能够打开孩子们的眼界，扩大学
生对于知识追求的兴趣，能够点燃
孩子们未来走向世界的生命热情，
也希望同学们和老师们能够充分利
用好这次的研学旅行，能够愉快的
观察和体会与学校不同的学习场
景，和知识接受的场景，通过这样的
一次行程，能够打开孩子们通往世
界的生命之路。”

据悉，从捐赠取暖设备到捐献
图书办公物资，从情系远山线上
公益网课到带领师生走出大山研
学，新东方一直将自身发展与公
益行动紧密联结，为解决乡村学
校教育难点，提供切实有效的解
决方案，为点亮和激励更多乡村
儿童的人生，提供更多样的公益
支持。未来新东方也会继续坚守
公益初心，坚持做红烛先锋，“筑
梦助学，浇灌梦想”，为更多贫困
偏远地区的师生带去更丰富的学
习资源、助力乡村地区教育发展，
把光芒洒向更偏远的地方，点亮更
多乡村儿童的人生。

新东方带领126名永寿大山里的孩子研学古都

榆林扶贫正向
全省“第一方阵”迈进

眼下正是红薯收获时间，在绥德
县崔家湾镇沿无定河一线，记者看到
在田间地头到处有刨红薯的身影。崔
家湾镇苏家岩村村民孙建军就是其中
之一。

“我们村红薯基地的红薯长势很
好，很喜人。我们全家老小都回来刨
红薯，3亩多地能收1.5万余斤，产量很
高，科学种地很好。以后，一定要相信
科学，不能蛮力蛮干。”孙建军回忆，因
为种地投入大、产出少，孙建军家多年
前已不再种地。今年，由政府主导，以
绿缘沙地红薯专业合作社为经营主
体，在苏家岩村平整土地120亩，建成
高标准机械化红薯种植试验示范田，
孙建军家也主动参与合作社。在今年
春夏大旱、红薯又是头茬种植的情况
下喜获丰收，让孙建军对红薯种植有
了很大的信心。

近年来，在绥德县、崔家湾镇的扶
持推广和绥德绿源农业生态开发有限
公司的技术支持下，绥德沙地红薯在
无定河和大理河一带逐渐推广，成为
全县农民脱贫致富的新产业，广大薯
农种植积极性高涨，市场和品牌知名
度不断提高。红薯产业效益的不断扩
大，吸引了更多的农民种植红薯，这种

选择也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据
了解，像孙建军这样年收入几万元的
农民很普遍，种红薯年收入10万元以
上的也并不罕见，红薯确实成为了农
民致富的“金疙瘩”。

红薯收入的增长离不开科技的投
入和科学的管理，绿源沙地红薯专业合
作社本着种植科技化、耕作机械化、经
营管理集约化的思路，以“七统两自主”
的种植模式，做到合作社统一施肥、统
一深翻、统一起垄、统一覆膜、统一控
蔓、统一喷洒富晒叶面肥、统一收割，红
薯由农户自主管理、自主销售，助力薯
农致富增收。苏家岩红薯种植试验示
范田栽植的高剪扩繁脱毒薯预测单株
结薯产量平均2-4斤，最高可达7.4斤，
亩产量可达4000斤，利润8000元，涉及
20家农户每户平均可增加收入 3万元。

“下一步，我们打算扩大红薯种植
面积，使红薯成为我们村的主要致富产
业。”崔家湾镇苏家岩村村主任孙江说。

据了解，今年绥德全县沙地红薯
种植面积达 15000 余亩，涉及农户
3000多户，产量可达3万多吨，实现收
入逾1.2亿元，沙地红薯产业已经成为
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一项长效产
业。 姬晓明本报记者刘美

本报榆林讯（冯浩记者李波）10
月13日，陕煤运销榆林公司经蒙冀线
铁路运输煤炭 705万吨。该公司自
2010年开通铁路运输以来，蒙冀线运
量首次超过700万吨。

近年来，该公司积极配合西安局
三年货运增量和集团公司铁路增量行
动，坚持做大铁运基数与优化运输结
构并重，全力促进矿方稳定产品质量，

提高装车作业效率，利用蒙冀线运能
富余的优势增量北方港口，放大港口

“蓄水池”作用。
在保证统销矿井产销平衡的同

时，通过资源优势和销售服务，拓宽沿
海市场辐射半径，提升陕煤品牌在沿
海市场的影响力，助推蒙冀线运量不
断取得突破，为陕北煤扩大市场份额
再添新动能。

红薯成绥德农民致富“金疙瘩”

陕煤运销榆林公司经蒙冀线运煤首超700万吨

佳县、清涧县、子洲县被授予“特别贡献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