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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在留凤关镇费家庄村，

到处能看到农户们采挖魔芋的忙碌身影。

村民张华介绍说，“今年，我家 50 多亩魔

芋，每斤 1.7 元的就地收购价，光这一项

就能收入 40 多万元呢。”。

费家庄村农民人均收入只有 8000 余

元，为增收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

养殖林麝、娃娃鱼，种植猪苓等，但这

些项目成本大、技术高、周期长。在了

解到群众困惑后，留凤关统筹城乡新区

在群众路线教育调研活动中致力于解决

这一问题。

新区干部童涛在走访过程中得知当地

村民向联峰自 2011 年开始种植魔芋，不

仅节水省工，而且产量高，效益好，销路

畅，更不需要过高的技术要求，当年种植

当年就能见效后，童涛和村干部一起组织

召开了村民大会，邀请向联峰给村上的群

众介绍魔芋种植经验。

在引导和向联峰带动下，今年费家

庄村全村51户人已经种植魔芋600多亩，

预计可实现产值近 500 万元。向联峰也

按照每亩 300 多元的价格流转了一些土

地，将魔芋种植面积扩展到了 100 亩，

成为村里种植魔芋大户。“现在魔芋市场

好，交通很便利，收魔芋的都到了田间

地头，更不愁销路了。明年我们还要成

立魔芋种植协会，进一步扩展魔芋种植

产业。”                     （张泽曦）

本报讯  10月 22日至 24日，

我县对 2013 年优秀年轻干部进行

了培训，全县 140 名优秀年轻干

部参加了培训班。县委副书记、

党校校长张新科出席开班仪式并

讲话，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胡佑

宏主持。张新科要求所有学员要

珍惜这次机会，集中精力，潜心

读书，深入思考，争做一名信念

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

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

本次培训班针对当前年轻干

部理想信念滑坡、群众观念淡化、

实践能力不足、吃苦精神欠缺等

突出问题，针对性地设置了理想

信念教育、党的十八大精神、“中

国梦”、反腐倡廉、年轻干部应

具备的基本素质等多个特色专题，

为每位学员今后的加速成长授业

解惑、指明方向。培训内容涉及

理想信念、党的十八大报告、党章、

反腐倡廉等多个辅导专题，内容

丰富，实效性强。培训期间，所有学员全

部脱产培训，并通过专题辅导、理论测试、

交流心得、撰写体会文章等多种形式，着

力提升所有学员综合素质能力。

为确保培训出成果、见成效，所有学

员一律脱产培训。培训期间，严格实行学

分制、点名签到、成绩通报、请销假、留

级补学等多项措施，对最终成绩 80 分以下

的学员必须留级补学。          （沈荣玉）

本报讯  10 月 14日，全国保密干部全

员培训陕西省凤县培训班正式开课。来自全

县各镇、县级机关各部门 150多名分管保密

工作的领导和干部参加了两天的培训。

据了解，此次培训是根据中央、省市

的统一部署，为进一步加强保密队伍素质

建设，提升保密干部业务能力开展的一次

全员性培训。为期 2 天的培训中，学员们

将进行“保密基本知识”、“保密技术”、“保

密管理”等 8 门课程的学习及考试。并按

照培训要求，统一考试、统一发证，建立

培训档案，确保不漏一人。培训期间，县

保密局还将对参训情况进行通报，纳入年

终目标考核。                  （秋夏成）

本报讯 10 月 18 日，我县召开深化平

安建设、提升“两率一度”动员会。会议

全面安排深化平安凤县建设和提升“两率

一度”工作，动员全县上下进一步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全力推动平安建设各项工

作措施落实到位。

会上，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综治

委副主任翟国良宣读了《凤县“深化平安

建设、提升‘两率一度’”活动实施方案》，

县公安局安排部署了百日危爆物品整治

工作。

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综治委副

主任王传中对全县“深化平安建设、提升

‘两率一度’”活动进行了安排部署。他指出，

平安建设一定要紧紧围绕“两率一度”大

提升，强化宣传引导，进一步提高公众知

晓率；突出矛盾化解，进一步提升群众满

意率；深化严打整治，进一步提高公众安

全感；加强队伍建设，进一步提升政法队

伍满意度；夯实基层基础，进一步筑牢基

层安全网；创新管理服务，进一步建设平

安凤县。推进平安建设，提升“两率一度”，

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要继续实现晋位

次、走前列，就必须在加强组织强化保障，

转变作风深入基层，找准问题上下联动，

加强考核夯实责任等方面抓好落实。

县委副书记、县综治委主任张新科要

求，各镇、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工作责任，

主要领导要亲力亲为，定期听取汇报，及

时解决存在问题，确保各项工作要求落实

到位。县上成立了五个督导组，他们将代

表县委、县政府对各镇、各部门“两率一

度”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明查暗访和督导检

查，大家要高度重视，密切配合，对检查

出来的问题，要限期整改，落实到位，确

保全县“两率一度”工作有序推进。今年

县上还将严格奖惩机制，对排名靠前的进

行奖励，对排名靠后的进行处罚。各镇各

部门要积极配合，齐抓共管，上下联动，

努力为建设幸福凤县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

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优质高效的

服务环境。

会议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选会

主持，县政协副主席纪建国出席会议。 

                    （何鹏 张泽曦）

本报讯  为充分保障分散供养的五

保对象的基本生活，今年我县开展散居

五保户供养协议签订工作。截至目前，

全县分散供养的 683 名五保供养对象全

部签订了供养协议，实现了分散供养五

保户包户责任全覆盖，确保了散居五保

户的正常生活和衣食无忧。

散居五保供养协议，从五保对象的

日常生活需求考虑，涉及衣、食、住、医、

葬等各方面，特别是明确了五保供养对

象的日常生活和照料，患病护理及后事

处理等相关事宜包户责任人的责任，要

求包户责任人须每月向村民委员会汇报

五保户的身体和生活等状况，对生活不

能自理的五保户日常开销详细记录，接

受村委会监督。包户人没有尽责造成五

保户不能正常生活或生活质量降低的，

由村委会及时调换包户责任人。（索雷）

本报讯 “真省事，不用跑到宝鸡市就

可以给新车上户口挂牌子了。”10月 24日，

县法院干部刘群拿着自己的新车入户手续高

兴的说。

据了解，近日，为方便山区群众就近办

理机动车登记业务，市交警部门将小型汽车

的新车注册，机动车号牌补牌，机动车行驶

证的换证、补证，机动车驾驶人提交身体条

件证明，汽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和驾照科目

一考试业务下沿至凤县交警大队车管所。群

众今后购置私家车将彻底告别到宝鸡市挂牌

的不便，不出县城就能给小车报户挂牌。

办证服务大厅专门安装了机动车车牌选

号操作系统，一些烦琐的程序得到简化，赢

得了群众的好评。   

                            （何鹏）

本报讯 “前二年水灾冲毁的灌渠修

好了，没水劳作的困境终于过去了。”近

日，唐藏镇曹家庄村民曹新民高兴地告

诉记者。

镇党委书记王树民告诉记者，上世

纪 70 年代当地群众修建了陕甘渠自流灌

溉工程，由于年久失修加上洪灾破坏，

大部分灌渠被冲毁，灌渠已经发挥不了

作用了。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唐藏

镇了解到当地群众的迫切要求后，及时

和县水利局进行协调，设立项目，争取

抗旱应急资金 15 万元。今年 9 月，开始

修复长达 2.5 公里的陕甘渠自流灌溉工

程。经过两个月的建设，修建了拦河坝

1 座，坝后消力池 2 个，改造恢复二级

抽水泵站 1 座，并配备了机电设备等项

目，可以流灌溉农田 2710 亩，抽水灌溉

160 亩。

“山旱地变成水地了，你说我们农民

高兴不？”据曹家庄村村支书陈军介绍，

“这自流水是流进我们两个村 254 户 780

余人的心田里了。”             （张祯）

全面深化平安建设   努力提升两率一度
我县召开深化平安建设 提升“两率一度”动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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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干部全员参训

群众不出城 就可办车牌

陕甘渠浇出丰收田

小魔芋种出致富路

本报讯 10 月 15 日是习仲勋诞辰
100 周年纪念日。记者了解到，一张
被称为迄今发现的习仲勋最早的照片。
照片（见上图）拍摄于 1932 年“两当
兵变”前夕，地点在我县老凤州西街
照相馆。照片上从左至右依次为习仲
勋、刘书林、张秋臣、阎鸿章、刘尚志。

精心保存下这张照片的人叫刘尚
志 ( 字希贤 )，当时是凤县国民小学一
位思想进步的教员。据刘尚志的儿子
刘国民介绍，1931 年 11 月，习仲勋所

在部队就驻防在刘尚志任教的文昌宫
模范国民小学里。该营司务长阎鸿章
与刘尚志关系甚好，刘尚志之后结识
了部队里的习仲勋、张秋臣、刘书林。
随着经常往来，习仲勋发现刘尚志思
想进步，对革命抱有同情心，人又老实，
几人便结为“金兰”兄弟。而这张老
照片就是几人义结金兰的纪念照，拍
照时刘尚志 24 岁，在几人中年龄最大，
其他几人由大至小依次排开，习仲勋
年龄最小。                                ( 金鑫 )

老照片见证习仲勋早期革命生涯

签协议夯责任 五保供养全覆盖

本报讯 10 月 22 日，我县召开第三

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

议，安排部署全县第三次经济普查工作。

县政府副县长陈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县统计局通报了全县第三次

经济普查工作进展情况，并就下阶段工

作做了详细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是

在我国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

段进行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是我

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展经济普

查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

升统计水平的重要手段，更是一项艰巨

复杂的任务。各镇、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

深刻认识经济普查工作的重要性、紧迫

性和艰巨性，精心组织，通力协作，确

保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会议强调，数据准确是统计工作的

灵魂，也是这次普查最根本、最核心的

要求。各镇、各部门要按照“统一领导、

分工协作、分级负责、共同参与”的要

求，认真核查，摸清单位数量；依法普查，

确保普查数据质量；绘制好普查区电子

地图；严格选调“两员”，强化业务培训；

搞好普查登记。确保经济普查各项工作

一次成功。

会议要求，各镇、各部门要切实加

强组织领导，做好综合协调，要把第三

次经济普查工作纳入 2013 和 2014 年度

重点工作范畴，建立普查工作责任制，

强化考核和责任追究；要进一步明确职

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协作，

建立渠道通畅、紧密衔接、高效运作的

协调工作机制，形成普查工作强大合力；

县内各新闻媒体要积极配合县普查机构，

广泛宣传《统计法》和《全国经济普查

条列》，使开展普查的信息家喻户晓、人

人皆知，努力为普查工作的顺利实施营

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凤县第三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全体

成员，各镇第三次经济普查领导小组组

长及业务骨干共50余人参加会议。（刘鸿）

我县周密部署第三次经济普查工作

生活小幽默
伤 心

课间玩儿时，儿子把
一个同学推撞到墙上，后脑
勺起了个大包。做检查带抓
药，花去100多元，还好没什
么大问题，事后我又给人家
买了100多元钱的营养品。

放学回来，儿子依然
嬉皮笑脸，没事人一样。我
和老婆都说他：“惹祸了没
骂你、没打你，但你也得有
羞耻之心、悔改之意啊。心
情也该比较沉痛才是，最起
码不该这样嬉皮笑脸吧。”
儿子果真“愁眉苦脸”起来。

晚饭后，老婆陪儿子
做作业，还不忘教育他。我
在房间看电视，儿子来到我
面前突然哭了起来。我好言
相劝：“祸已经惹了，错误
已经犯了，只要以后把贪玩
儿的错误改了，还是爸妈的
好儿子，就不要太伤心、太
自责了啊。”

儿子忍住哭喊道：“可
妈妈说，钱都买营养品送给
人家了，一个星期都不让我
吃零食了。”说完又“呜呜”
大哭起来。

无 题
周六，姐姐来我家附

近办事，顺便把小外甥朔朔
带到我家，并给他留了一些
作业，让我看着他完成。

姐姐走后，朔朔认真地
写起作业。20分钟后，他冲
我说：“小姨，我写累了，能
看一会儿动画片吗？”我想，
大周末的，让孩子多玩会儿
吧，就同意了。朔朔见我同意
了，“噌”的一下坐到沙发上，
拿起遥控器，熟练地调到少
儿频道，看起动画片。

眼看一小时过去了，
我对他说：“朔朔，该继续
写作业了吧？”他这才从动
画片里回过神儿，但是马上
又说：“小姨，今天知道来
你家，我特别兴奋，早上5
点多就醒了，现在有点困。”
接着又打了一个哈欠。看着
他这样，我心疼地让他躺在
沙发上。

没一会儿，朔朔还真
睡着了。直到姐姐办完事回
来，小家伙还没睡醒呢。姐
姐一进门，看见睡在沙发上
的儿子，又看了看还有一多
半没完成的作业，我马上给
姐姐讲了作业未完成的经
过。姐姐苦笑着说道：“让
这孩子白天睡觉比登天还
难，估计今天是知道只能在
写作业和睡觉之间选择，他
最终选择了睡觉。”

星期一综合征
周一上午，大刘愁眉

苦脸地坐在电脑前发呆。我
好奇地问他：“怎么了，不
舒服啊？”大刘没精打采地
说：“唉，我就是觉得双休
日过得太快，一到周一上班
的时候就郁闷。”我笑笑说：
“你这是典型的‘星期一综
合征’。”“星期一综合征？”
大刘转过头问道。我点点头
解释说：“是啊，好多人都
是在星期一上班的时候郁
闷或者感觉身体不舒服，心
理专家就称此为‘星期一综
合征’。”大刘若有所思地点
点头。接着，他又瘫在转椅
上唉声叹气道：“唉，我这
病可比‘星期一综合征’厉
害多了，我得的是‘星期一
至星期五综合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