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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困是怎么回事本报讯  “想如今我有了围脖

儿自然是极好的，真诚的沟通加上

亲民的容貌，是最好不过的了，我

愿再真诚些，定会愈加亲民和善，

倒也不负恩泽。”—一段网络流行

的甄嬛体简介将一个新鲜、亲民、

紧跟时代潮流的双石铺镇党务微博

呈现在公众面前。2 月 25 日，双

石铺镇党务微博通过腾讯官方认证

正式开通，这是双石铺镇党委继建

立网络党支部后又一次对网络时代

下党建工作的有益探索。

据了解，为了响应十八大报告

中“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夯实党执

政的组织基础”的号召，双石铺镇

党委立志打造一个“真诚、亲民、

顺应时代潮流”的官方微博，以网

络支部的28名党员为基础，辐射涵

盖更多的党员群众，从而进一步拉

近党组织同党员、群众的关系。除

安排专人负责管理维护外，还组织

镇通讯组进行原创微博发布，为大

家呈现一个生机盎然的交流空间。

目前，双石铺镇党务微博已发

布微博 24 条，“粉丝”人数正在逐

步增加。下一步，双石铺镇党委将在实践

过程中积极探索，加大宣传力度，利用微

博开展微党课、实时互动、民意调查、对

接网络支部等活动，将双石铺镇党务微博

打造成为以宣传为抓手、以党建为基础、

以沟通为宗旨、以服务党员群众为目的的

新型党务综合服务平台。     （马杰 张黎）

本报讯  “原来感觉自己在外打工学

习养殖，回乡创办小养殖场应该没什么问

题，但到这创业培训班听老师一讲，才知

道想成功创业需要 30% 的知识 +70% 的

人脉 + 好眼光，需要激情与理性并重”。

刚听完培训课的个体创业者程瑞深有感

触。近日，我县 25 名创业意愿强烈的回

乡务工人员将接受为期 15 天 180 课时的

SYB免费创业培训。

记者了解到，SYB培训采取小班化教

学，每班限定 25人，在培训过程中，学员

们在教室中建立和运行各自的企业来模拟

企业的真实世界，通过游戏、互动、模拟

市场、相互评价、老师指导等形式进行学

习，学习的兴趣得到了提高，老师授课通

俗易懂，学员普遍反映在学习中受到了启

发和教育。“我们的目标是让受训者来有所

学，学有所用，真正能为他们在创业道路

上助上一臂之力。”培训讲师白雯称，这是

为创业者精心烹制的一道实用“大餐”。

“这次培训，既为我们创业提供坚实

的知识基础，又能借助政府搭建的交流平

台结识朋友，获取信息，还能享受到更多

的优惠扶持政策，真是一举多得哟。”来

自河口镇下坝村的孟小东道出了 25 名受

训者的心声。培训期间，学员们将系统学

习创业知识，包括创业意识培训、创业计

划书制定、开办企业及管理、市场营销和

利润预测等知识。培训结束后，县劳动就

业管理局将为学员颁发陕西省创业培训合

格证，凭此证在创业时可享受 8 万—15 万

元的小额贷款。

据悉，2008 年以来，我县人社局先后

为 1452 名有创业愿望的劳动者进行了 60

期免费创业培训，重点帮助了有创业愿望

的返乡农民工、城镇失业人员、大中专毕

业生、复员退伍军人以及残疾人士提高创

业技能、拓宽就业渠道，实现创业梦想。

                         （何鹏）

本报讯  近日，我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院子里

装卸化肥、地膜的车辆来回穿梭，一片忙碌，来自

该县平木镇农资网点的负责人李金星一边招呼工人

加紧装车，一边忙着找公司经理赵志奇协调再给他

增加高档复合肥的配送量。

据了解，春节刚过，我县的农民朋友就开始进

行果树养护和蔬菜育苗，积极筹划春耕春播，化肥、

地膜等农资旺季提前到来。加之，我县近年大力推

广“农技大荔模式”，广大农民的用肥习惯开始转变，

对中高档化肥的需求量不断增加。面对这一情况，

县农业生产资料公司提前谋划，筹集资金 60 余万

元，安排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向全县基层农资网点

及时配送化肥 700 余吨，农地膜 20 余吨，以保证

广大农民春播期间的农资供应。          （刘鸿）

 正月初九，消灾寺景区举办了迎春祈福消灾
活动，在瑞雪纷飞中官僚们簇拥着“唐明皇”宣旨。
当地群众也在齐吟唐明皇安史之乱当年驾临消灾寺
流传的童谣。除此之外，社火表演、文艺汇演、消
灾寺祈福法会和祈福撞钟仪式的举行，使消灾寺“上
九会”活动热闹非凡，吸引了上千群众前来祈福、
搭红、撞钟……                                         （祝杰）

本报讯  “爱惜粮食就是爱惜生

命；盛在碗里的饭菜，一定要吃完。”

2 月 26 日是中小学新学期第一天，

留凤关镇中心小学的老师们来到食

堂，为孩子们上了一堂节俭课，“光盘”

行动，杜绝舌尖上的浪费从学生抓起。

“胡萝卜最有营养，可不能浪费

了。”看到一年级学生黄周荣把胡萝

卜放在一边，刘建英老师就提醒她。

黄周荣皱了一下眉头，看了老师一

眼，还是把胡萝卜吃完了。这时刘

建英老师对她竖起了大拇指。刘老

师是一年级二班的班主任，她告诉

学生：“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厉行节俭要从小事做起，小

到一个人，大到一个家庭，都必须

勤俭节约。”孩子一边吃，一边认真

的听着老师的讲解。

据悉，新学期开学后，我县留

凤关中心小学将深入开展”光盘”

行动，在学生就餐时，设立就餐文

明监督岗，对每组就餐情况进行综

合量化评比，评出文明就餐小组、“光

盘之星”。真正让学生深刻体会到“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内涵。

                    （何鹏）

正月十五晚， 来自我县各镇 400
多名小学生在两条金蛇引领下，手
持自制环保灯笼在县城进行了挑花
灯游演，我县第三届儿童“挑花灯 
赛花灯”活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寒假期间， 400 多名孩子们在
家长的指导下，用纸盒、饮料瓶、
柚子皮等废弃材料帮助孩子制作了
形式多样的蛇年花灯，使孩子们过
了一个即“低碳”环保又充实快乐

的新年。
活动当晚，参赛儿童按照报名

序号，20 人一组进行花灯展示，评
委现场打分，评选出了 20 名最佳制
作奖和最佳创意奖，其余参赛的孩
子每人获得了一份小礼品。新建路
小学的王梓涵挑起花灯是一只飞翔
的凤凰，名字叫做“彩凤高翔”，最
终他的花灯脱颖而出，获得了最佳
制作奖。                  （何鹏 秋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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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九会”真热闹

忙送农资 备春播

儿童自制环保灯笼赛花灯

2012 年，我县完成工业产值

243.5 亿元，同比增长 40.1%，工

业 增 加 值 83.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4%，全面完成了工业发展目标任

务，被市工信局授予 2012 年度工业

运行先进县区殊荣。     （邓志龙）

2012 年，我县以持续开展“安

全生产年”活动为主线，全面推进

“安全标准化”和“六大系统”建设。

全县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荣获 2012 年度全市安全生产优秀县

区，6 家企业荣获全市安全生产先进

企业称号。             （杨宏安）

2012 年，县纪委监察局认真履

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能，抓落实、

抓创新，有力推进了全县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荣获“2012 年

度全市纪检监察工作先进集体”，这

是近十年第一次获此荣誉。

           （乔世景 俱小琴）

2012 年，我县全面完成了医改、

农村卫生、公共卫生、医院管理及

卫生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任务，被

授予 2012 年度“全市农村卫生重点

工作”、“全市地方病防治工作”、“全

市中医药工作” 先进县区等三项荣

誉称号。                 （童军）
2012 年，全县刑事案件发案率

下 3%，连续两年未发命案，群众

安全感明显增强，在全市公众对公

安系统整体形象满意度调查中，县

公安局位列全市第三，满意率为

98.85%。被授予全市“人民群众满

意政法单位”称号。 ( 杨建林 任春辉 )

2 月 26 日，在市妇联举办的“巾

帼建新功，岗位争优秀”主题演讲

比赛中，我县妇联选派的妇联干部

胡婧以《赤橙黄绿青蓝紫 乡村妇女

织锦绣》为题的精彩演讲在比赛中

以 95.94 分技压群芳，喜获全市第

一名。

一句话新闻

“光盘行动”进校园

本报讯  “电脑可真是个好东西啊，以

前要跑几十里路问题，现在在村委会电脑

上轻轻一点就解决了，真是太方便了”留

凤关镇榆林铺村的张大爷在享受了该镇的

农村综合事务管理系统带来的方便后，感

慨万千。

原来，留凤关镇面对镇域面积大、人

口居住分散、群众办事不便的现状，筹资

14 万元开发了《宝鸡市凤县留凤关镇农村

综合事务管理系统》，录入了全镇户籍村民

基本情况、社保、计生、民政、林业多种

信息，设计了统计查询、人口管理、社会

保障管理、计生管理、政策信息、协同办

公 6大功能模块，建成了覆盖全镇 23 个村

的局域网，利用网络来为村民提供惠农政

策、办事程序、办事指南、网上投诉、干

部监督等多项服务，还能与群众在网上面

对面互动、交流，实现了村民信息集中管

理和便民信息协同共享，提高了信息保存

安全性和利用效率，取得了便利村民、协

同共享、节约行政成本、提升公共服务水

平四大成效，开拓了镇、村便民服务的新

领域。

现在在留凤关镇，村民要查涉农政策，

只需登录该镇便民服务综合信息平台，不

出一分钟便可清晰看到中省市县惠民政策

的详细情况，足不出村就能将疑难问题向

镇上反应，使村民真正享受到了高科技带

来的快捷。

                               （寸耀斌 张维新） 

春天，人们常感到困
倦、乏力、精神不振，昏
昏欲睡，早晨醒来也较迟。
道理何在呢？

春 困 不 是 病， 而 是
一种季节变化时出现的正
常生理现象。原因是：冬
天为了防止散失大量的热
能，人体在中枢神经系统
的调节下，整个皮肤的血
管处于收敛状态。而到春
天，由于天气变暖，大地
复苏，皮肤血管和毛孔渐
渐扩张，皮肤的血流量大
大 增 加， 但 由 于 人 体 内
血液的总流量是相当稳定
的，供应皮肤的血液增加，
相对来说，供应给脑的血
液就会减少；此外，春季
白天逐渐变长夜间变短，
人 们 的 睡 眠 时 间 相 对 减
少，所以，使人感到困倦，
想睡觉。

春 天 困 倦 虽 不 是 病
态，但因为影响到学习和
工作效率，必须设法消除。

早睡早起：有了良好
的休息睡眠，人体才能得
到调整和补充，进一步促
使机体承受紧张度的能力
增加，减少白天的困倦。
睡懒觉不能增加大脑的血
液供应，反而会引起人的
惰性，越睡越困，越睡越
懒。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
是， 春 日 里 尽 量 不 要 熬
夜，以免诱发和加重“春
困”。

科学用脑：科学用脑，
就是让左脑半球得到适当
的休息。人的左脑半球主
要负责语言、数学、抽象
思维等，因此，当头脑不
清醒和疼痛时，应放下手
头的工作，听听音乐、赏
赏花草、做做体操，让右
脑半球得到启动和使用，
左脑半球适当休息。更重
要的是，运动能使人体耗
氧量最大的大脑及时得到
补充和供给，有利于除乏
解困。

改善春困 3 法
我们可采取一些措施

来改善春困的状况，如做
头皮操

做头皮操：春季，坚
持做头皮操，能消除大脑
困倦。其方法是：先用双
手十指自然屈指并拢，用
指端自前向后、自中绕至
两侧，对整个发际较有力
地划摩 10 次；再用十指依
前顺序较有力地一点一点
地按压 3 遍；再用十指依
前顺序做短距离往返搔抓
3 遍，每个搔抓区抓 5 下；
最后用十指依前顺序轻缓
按摩 5 遍。每日晨起、晚
睡前各做 1 次，可使精力
旺盛，思维敏捷，是消除
脑疲劳困倦的简单有效的
方法。

视觉刺激：春季，走
出 户 外， 举 目 远 眺， 让
美丽的大自然景色尽收眼
底，给自己以视觉上的良
好刺激，有助于消除春困。

刷牙洗脸：刷牙洗脸
是一种消除春困的极为便
利而简单的有效方法。当
困倦之意袭来时，可采用
具有芳香味的牙膏刷牙漱
口，用冷水洗脸。这样可
以提神醒脑。

留凤关镇开发软件
便民信息随时查

本报讯  春暖花开，平木镇烧锅庄村村民罗世

新谋划着今年的增收计划，他信心满满，去年家里

的各种收入加在一起，达到了 5万余元。

农民的小账本连着县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账

本。据统计调查结果显示，近三年我县农民人均

纯收入增长速度为 26.7%、28.1% 和 18.9%，分

别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高出 7、9.1 和

1.1 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连续三年

跑赢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012 年总量达到 9061

元，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10年的3.32下降到3.04，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

翻看近年来农民的增收账本，农民的收入渠道

不断拓宽，更多地分享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政策转移性收入和

财产性收入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农民增收呈

现出“多轮驱动”的良好格局。这一切都归功于县委、

县政府积极开展的“缩差共富”行动。全县完成全

县无公害农产品产地整体认证，花椒、苹果、蔬菜

等特色农产品商品化率达到 40% 以上。结合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建成休闲农业

示范点 21 个。同时，先后引进建设了秦海鹿业梅

花鹿养殖示范园区等多个农业产业重点项目，强化

劳务输出，打造“幸福民生”大社保，使我县农民

在全县经济建设的大发展、大提升、大转型中成为

最大的受益人。                        （李芸）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