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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中国共产党 92 周年到来之

际，由中共凤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凤县档案

局历经 6 年精心编撰的《中国共产党凤县

历史（1929-1978）》，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

在凤县纪念建党 92 周年暨表彰大会上举

行发行仪式。

《中国共产党凤县历史（1929-1978）》

共 2 编、12 章、53 节，32 万多字，收录有

关图片及历史照片 18 幅，该书全面、客观、

准确地记述了从 1929 年到 1978 年，中共

党组织在凤县的活动及党领导凤县人民进

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的曲折历程。全面反映 50 年来，中国共产

党在凤县各个时期的一些重大活动和凤县

党组织的光辉历史，对中国共产党在凤县

的活动、走过的历程及取得的历史经验，作

了比较完整的叙述和总结，是凤县党史研

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在发行仪式上县委副书记张新科指

出，《中国共产党凤县历史（1929-1978）》记

载了从 1929 年至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在凤

县活动、创建、发展，以及各个时期领导凤县

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

一部凤县共产党人追求民族独立与人民幸

福生活的奋斗史，也是一本催人奋进、提神

醒脑的教科书。在纪念党的 92岁生日之际，

出版发行《凤县党史》对于我们重温凤县革

命先贤奋斗轨迹、学习党的历史意义重大。

张新科说，我党历来重视党史的研究

和学习，特别是习近平同志对党史工作高

度重视，他多次强调，党史工作是党和国家

工作全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在今年

６月２５日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党史、国史，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

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

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

张新科要求，凤县各级党组织和全体

党员要把《凤县党史》作为政治理论学习和

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读教材，认真组织学习，

在全县迅速掀起学习党史知识热潮。

（文尤才  苏伟）

《中国共产党凤县历史》出版发行

本报讯 “秦岭花谷”十多个品种的

百万株鲜花娇艳怒放，大型民族山水舞

蹈诗《凤飞羌舞 ? 古羌新韵》激情上演

……，处处吸引着游客前来观花赏景，

感受古羌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年，我县

通过巧打生态文化牌，带动了旅游持续

升温，上半年，全县共接待游客 136 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3.3 亿元。

近年来，我县高举保护生态与传承古

羌文化大旗，全力打造“秦岭花谷、嘉陵羌

韵、美丽凤县、天然氧吧”旅游新亮点。我

县相继施了“秦岭花谷”、 古羌文化旅游

产业示范园、《凤飞羌舞. 古羌新韵》等一

系列生态建设和文化传承的治理保护工

程，使生态旅游体系和古羌文化产业群不

断壮大，现已初步形成了 “以生态旅游为

基底，古羌文化为灵魂，乡村休闲旅游为

特色”的复合型旅游新产品，快速提升了

生态文化旅游的品质和综合竞争力。

2013 年，“秦岭花谷”建设效果凸显，

古羌文化旅游产业示范园区建成开园，

新版《凤飞羌舞 . 古羌新韵》正式演出，

还举办了西洽会凤县文化旅游专场推介

会和旅行社座谈会，与户外运动协会合

作，组织了“魅力凤县精彩自驾之旅”

活动，并成功举办了宝鸡市文化旅游节、

通天河杯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重大活动，

组织了全市旅游商品展销、文化艺术展

演等十多项文化旅游活动，吸引了大量

游客。同时还加大景区创 A 建设工作，

使各大景区旅游基础设施配套设施得到

了不断完善，并制定了《凤县旅游服务

标准》、出版了《凤县旅游地图册》，印

发了《节假日旅游服务工作通知》，建成

了全县休闲农家培训中心，畅通了投诉

机制，提高了旅游服务标准，树立了人

人都是导游员的意识，从而全面提升了

旅游服务质量，赢得了游客赞誉，旅游

人数持续走高。              （秋夏成）

巧打生态文化牌 带动旅游持续热
—— 我县上半年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3.3 亿元

本报讯 近日，我县出重拳打击治理“黑出

租”，受到了出租运营者和广大游客的欢迎。

近年来，随着私家车数量的不断增加，一部分

私家车“跑生意”、“挣油钱”现象屡见不鲜。“黑出租”

的泛滥，不仅扰乱了合法出租车的正常营运，更是

为广大游客的出行埋下了安全隐患。针对以上情

况，县交通部门协同综合执法部门，从今年元月份

起开展了第一轮治理“黑出租”行动。截止六月底，

已查扣违法营运面包车20辆，治理行动取得了良

好效果。

县运管部门通过手机短信平台发送短信30余

万条，教育引导游客及群众安全出行、抵制“黑车”，

使“黑出租”失去了“消费对象”；同时加大对城乡结

合部“黑出租”的治理，逐步加强凤州镇、河口镇等地

区的治理力度，使“黑出租”失去了“经营场地”；第

三是针对“黑出租”在上下班及节假日活动频繁的

特点，运管部门放弃休息时间，重点加强该时段的

巡查，让“黑出租”失去了“营运时间”。     （刘鸿）

本报讯 连日来，县农业局、科技局会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技术人员，穿梭在田间地

头，为患病的架豆、柴胡“把脉”看病，为农

户讲病理、传经验、送农药，督促农户尽快施

药治病，确保了蔬菜、中药材的健康生长。

近期由于气温相对偏高、雨水较多，湿热

等因素，促使凤州镇、河口镇的柴胡、架豆部分

发生了病虫害，村民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县

农业局接到求救电话后，立即调集县上的农技

专家组成救治小分队，并第一时间邀请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的技术人员前来“问诊”，通过现场

查看会诊，为群众提供救治服务。

日前，县科技人员为村民免费配送了价

值 6000 多元的防治专用农药，并协同西农技

术人员开展了 5 期病虫害防治培训，听课群

众 300 余人次，同时在县电视台、网站发布了

防治疾病的相关知识，方便群众及时监控和防

治。                      （秋夏成 倪波）

现场会诊查虫害
专家施救解民忧

本报讯 “镇上干部为我们考虑得这

么周全，我们当然要全力支持项目建

设！”家住唐藏镇李家庄村的赵海荣虽

然因为石材产业园项目成了拆迁户，可

他一点也不担心，因为项目开工前，镇

上就开始为他们建新房。这是今年我县

破解征地拆迁难的新举措，这一举措大

大减少了村民与企业的矛盾，提高了项

目建设速度。

我县石材产业园是市级重点项目之

一，总投资 3.08 亿元，建成后可年产大

理石板材 800 万平方米，年产值达 20亿

元，吸纳就业人员 1000 多名。由于石材

产地限制，该项目只能建在山区，而山区

又缺乏符合建厂条件的大块平地。唐藏镇

李家庄村唯一符合建厂条件的地块上居住

着 24 户村民。为了加快搬迁进度，全力

推进项目建设，镇干部一边逐户向村民宣

传产业园建设对当地经济、对提高群众收

入的积极作用，一边平整地块准备建设安

居房，同时征集群众对安居房的要求，组

织专业资产评估公司对村民原有房产估

价。此外，镇上还对一处旧办公楼进行改

造完善，供搬迁户临时居住。群众看到镇

上干部为大家周到考虑、实在办

事，也都大力支持搬迁工作。在

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只用了一

天时间， 24 户群众在镇村干部帮

助下，全都搬进了临时居所。

征地拆迁速度加快，受益最大的是

园区投资方凤县内外矿业有限公司，企

业负责人蔡墩杰说，同样规模的园区他

们在其他地方也建过，要达到凤县园区

同样的建设进度，一般需要一年半的时

间，而在这里只用了 2 个多月，为他们

节省了不少成本。按现在的进度， 9 月底

就可以实现试生产。

目前，居民安居房主体已基本建成。

同时，该项目也完成了近半的年度投资

计划。     （宝鸡日报报驻站记者 金鑫）

推进大项目 先建安居房

如今看薰衣草不用去法国普罗
旺斯，去凤县就可以感受那种紫色的

“情愫”。
7 月 17 日，记者走进我县红花铺

镇魏家湾村德威堡薰衣草庄园看到，
来自法国的 100 多万株薰衣草已经吐
露紫色花朵，在二百余亩错落有致的

花田里迎风摇曳，形成姹紫嫣红、极
具视觉冲击力的特色景观。过往的游
客正忙着用手机、相机记录着这紫色
的浪漫。

据了解，这里的薰衣草开花期将
持续到十月，期间大家都可以前来一
睹西部“普罗旺斯”的风光。   （何鹏）

百亩薰衣草花开  香沁游人

夏季养生四原则
一是健脾除湿。湿邪

是夏天的一大邪气，加上

夏日脾胃功能低下，人们

经常感觉胃口不好，容易

腹泻，出现舌苔白腻等症

状，所以应常服健脾利湿

之物。一般多选择健脾芳

香化湿及淡渗利湿之品，

如藿香、莲子、佩兰等。

二是清热消暑。夏日

气温高，暑热邪盛，人体心

火较旺，因此常用些具有

清热解毒清心火作用的药

物，如菊花、薄荷、金银花、

连翘、荷叶等来祛暑。

三是补养肺肾。中医

认为，按五行规律，夏天心

火旺而肺金、肾水虚衰，要

注意补养肺肾之阴。可选

用枸杞子、生地、百合、桑

葚以及酸收肺气药，如五

味子等，可防出汗太过，耗

伤津气。

四是冬病夏治。所谓

冬病夏治，即夏天人体和

外界阳气盛，用内服中药

配合针灸等外治方法来治

疗一些冬天好发的疾病。

如用鲜芝麻花常搓易冻伤

处，可预防冬季冻疮; 用

药膏贴在穴位上，可治疗

冬季哮喘和鼻炎。

失眠的饮食调理
（1） 莲子肉( 去皮带

芯)30 克，龙眼肉 5 克，烧

制点心或煮粥食用。

(2) 猪心 1 只、大枣 10

枚，加调料煮食。

(3) 鸡蛋黄 2 枚、川连

6 克、黄芩 10 克、白芍 12

克、生地 30 克、阿胶 10 克

( 另烊)，每日 1 帖，分 2 次

煎服。

(4) 红枣 30 克( 撕裂)、

淮 小 麦 60 克、炙 甘 草 10

克，分 2 次煎服，每日 1 帖。

(5) 葱 白 8 根、大 枣

15 个、白 糖 5 克。用 水 2

碗熬煮成 1 碗，临睡前 1

次 服 完。本 方 用 治 神 经

衰弱失眠症。临睡前用热

水烫脚，多泡些时间，水

凉再加热水。同时服用此

方，疗效更好。

(6) 大 葱( 取 白)150

克切碎放在小盘内，临睡

前把小盘摆在枕头边，便

可安然入梦。本方用治神

经衰弱失眠症，具有宁心

安神之功效。

(7) 葱白 7 根、大枣 20

枚。加水煎服。本方用治虚

劳烦闷不得眠，具有养心

安神之功效。

本报讯 7 月 11 日，我县党建电视栏目《党

建视窗》正式开播。

《党建视窗》电视栏目由县委组织部与凤县

电视台联办，周二晚 8:00 首播，次周二、周四晚

8:00重播，下设四大板块，《党建动态》聚焦党建

工作亮点，解读大政方针；《时代先锋》展现基层

先进典型，强化示范引领效应；《远教之窗》记录

远教工作点滴，传授生产生活技术；《党史文苑》

重温革命经典史料，加强党员党性教育。同时，还

建立了节目采编、制作、审查、播出工作制度，采

编和制作具有凤县特色的“乡土教材”，利用覆盖

城乡的有线电视将远程教育节目输送到居民家

中，方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了解党建工作动向，

接受教育培训，使《党建视窗》电视栏目成为展示

全县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的新亮点，搭建了党员

干部教育培训的新平台。           （熊琮琳）

严打黑出租
创设好秩序

我县《党建视窗》
电视栏目开播

本报讯 近日，一张凤县县城

的全景照出现在浙江省宁波市

争创全国质量强市的宣传广告上

引发网友热议，宁波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官方微博@ 宁波质监回

应称“问题属实，目前已责令负责

该业务的广告公司撤下错误广告

牌，并尽快更新正确的广告牌。”

“今天和朋友去宁波城隍庙

玩， 在地下通道看见一个宣传

栏， 我晃眼一看都感觉好熟悉

的地方， 走近一看果真是我们

凤县的图片。”7 月 2 日，网友

“红人馆景少”在百度贴吧凤县

吧以“拿着我们凤县的图片，打

着宁波的口号，有图有真相。”

为题质疑浙江省宁波市质监局

在争创全国质量强市的宣传广

告中采用陕西省宝鸡市凤县县

城的全景图。

“他们（宁波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官方微博回复了此事后，就再

没说什么，他们宣传广告用的是

我们县张新华老师的作品，张老

师是我们县的一名摄影爱好者，

也是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

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

艺术摄影家协会会员、宝鸡市摄

影家协会会员、凤县山地摄影协

会会员。”

记者与拍摄者张新华取得

联系，张新华说：“网上这事

出来后，我当天晚上就把自己

拍摄的图片与宁波市用的那个

仔仔细细对比后发现确实是我

拍摄的照片，那张照片拍摄于

2007 年。”作者张新华说由于自

己喜欢摄影，每年春季都会拍摄凤县县城

的全景图。

记者致电浙江省宁波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工作人员表示，“当天网友微博反映后，

我们就把广告内容替换了，是由于广告公司

疏忽了，广告牌位于地下通道，是免费赠送

的，对于我们工作的疏忽深表歉意，感谢网

友的提醒。”

这幅乌龙图片被网友爆出后，立即引发

了网络热议，许多网友回贴关注，有网友发

贴回复说“凤县就是美，赛了江南赛台北”，

“是凤县太美了吧”。             （何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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