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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边县第三次农业普查于
1月1日正式入户登记

本报通讯员白凌燕报道 “您户口是在张家畔镇？
家里有几口人？有没有受过农机培训……”1月1日零
时，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的入户登记工作正式展开。当
日上午，靖边县农普入户调查员在林家湾村民折锦山家
中使用PDA移动数据采集终端系统实施入户调查，并为
普查户赠送了水杯、雨伞等宣传用品。

据悉，此次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旨在全面查清
该县农业、农村、农民基本情况，掌握农村土地流转、农业
生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等新情
况，反映农村发展新面貌和农民生活新变化，为科学制定

“三农”政策、促进农业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可
靠依据。

就推进我市社区禁毒工作

市政协召开协商座谈会
本报记者强继霞报道 就我市社区禁毒工作，市

政协法制委在组织部分市政协委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
先后赴定边、子洲、榆阳调研的基础上，近日召开专题
协商座谈会，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张明出席并
讲话，市政协副主席苏世强主持座谈会。

会议认为，以社区戒毒、社区康复为调研主题，抓
住了我市当前禁毒工作的重点。

会议要求，要加强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就要
加大社区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和管控力度，既要健
全领导机构，加强基础保障，还要落实专职人员。要
落实衔接措施，公安机关应依法作出社区戒毒、社区
康复决定，并通知负责社区禁毒工作的乡镇、街道办，
切实做好“必送必接”制度的有效落实，实现有效衔
接，防止脱管失控。要在加强缉毒破案的严打高压态
势下，加强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建立健全禁毒预防宣
传教育长效机制，紧抓重点人群，创新方式方法，增强
说服力，提高影响力，切实提升人民群众识毒、防毒、
拒毒的能力，从源头上、根本上有效遏制吸毒人员的滋
生，确保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有序开展，切实维护
社会和谐与稳定。

（上接第一版）
贺俊花说：“过去，我们一家都在

农村生活。我妈平时既要务农，又要
养儿育女。为了这个家，她着实费尽
了心血。每年新收获的红枣，她都要
一颗颗挑拣出最好的留给我们，舍不
得卖，更舍不得自己吃。2015年我爸
爸（公公）去世，她受到很大的刺激，
心情不好，病情也有所加重。我们能
做的，就是想方设法照顾她，让她开
心高兴。”

梳头、洗脸、穿衣、吃饭都要帮
忙，行走一下也要搀扶，便溺后还要
打理……悉心照顾老人的时间里，曾
有不少人向贺俊花夫妻提出，这么辛
苦不如请个保姆算了。但贺俊花却
只有一个态度——婆婆没有养育她，
却养育了她的丈夫，抚育了她的子
女。她也曾因孝敬老人受到人们的
称赞。照顾老人原就是子女天经地
义的事，怎么能让别人帮你尽孝？金
钱又怎能买来亲情？再说谁都有老的
一天，孝老、敬老的家风现在就需要每
一个人去传承。

多年来，贺俊花以自己的不懈努
力，为子女及后辈营造出一个尊老敬
亲的家庭氛围。她的女儿在七八岁
时，便知道用本就不多的零用钱买来
硫酸镁，帮妈妈软化因脚部受冻留下
的陈年伤疤；已过而立之年的儿子，会
从网上购回车胎，待到过年回家时亲
手给妈妈的车换上，方便她安全出
行。“一天晚上，我正在给我妈洗脚，一
旁五岁的小孙女温佳蓉看到了，也主
动上前，撩起水淋到老奶奶脚上，嘴里
还说‘给老奶奶洗脚’。”贺俊花说。

育才先育人
细节点滴培育子女成长

若要探究贺俊花家庭一系列荣誉
获得的根由所在，以“家庭奖学金”为
核心的教育体系是不可回避的话题。

“新中国诞生之初，担任农会副会
长的爷爷温亮孝，就认识到学习的重
要性。即便家庭条件困窘至极，他还
是抱着‘家有黄金折斗量，不如送子进
学堂’的想法，将年满9岁的长子温治
堂，即我的父亲送进了冬塾。而后，我
父亲读了小学、念了初中，之后又从事
了40余年的基层教育。而爷爷那句
简朴到无以复加的‘家训’，便随之在
父亲的心间萌芽、开花、结果。就连每
年春节前夕，父亲帮村民们写的最多
的对联，也是爷爷留下的这句话……”
温亚洲说。

“我数学在前三名里，这次期末考
试得了96.5分，两个班第一名呢。可语
文就不是那么好了，二年级还在90分以

上，到了三年级就不是那么好了……”
18年前，在温治堂创办的首届“家

庭奖学金”发放仪式上，年仅10岁的
温治堂的外孙王恒用尚显稚嫩的语
言，如是向全体家庭成员作着全年的
学习汇报。而今，他已经作为微软公
司总部的一员，端坐在位于美国西雅
图的办公楼里，为自己的事业和梦想
努力拼搏着。

也正是在这18年的时间里，从未
间断的“家庭奖学金”制度，从根本上
影响和激励了以温治堂为核心的16
个小家庭、50余名成员，并先后培养出
4名研究生和11名本科生（其中1名
在读）。

温亚洲说，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
和社会教育的纽带，“家庭奖学金”制
度，正是其父亲基于多年的教育经验
而创立的。它不单是就学习成绩对孩
子们进行考评，而是从学校表现、社会
表现、家庭表现三个方面进行综合考
量，目的就在于引导孩子们先成人、再
成才。

贺俊花家客厅里醒目张贴的第18
届“家庭奖学金”颁奖仪式海报，完整
保存着历年的文字、照片和视频资
料。在这个家庭的每一名年轻成员眼
中，这就是他们成长历程的最美见
证。“从小学到初高中的课业学习，再
到大学的做事、做人，家庭奖学金制度
灌输给我们的是追求进步的精神和上
下传承的氛围，它对我以后的人生道
路，包括我对下一代的教育都有着深
远的意义。”温亚洲堂弟温浩说。

作为母亲，贺俊花还和记者分享
了一个培养孩子自立能力和吃苦精神
的小故事——多年前，他们家距离孩
子们的学校有近十里路程，但她却始
终要求孩子们“两点一线”步行上学，
按时回家。回家后还要先做作业，然
后才能吃饭。“关心、教育子女，精力、
金钱投入是必要的，但其中必须有适
当的挫折教育和苦难教育，过度娇纵
只会适得其反。”贺俊花说。

家和万事兴
携手构建和谐亲邻关系

“远亲不如近邻”的含义尽人皆
知，但要与邻里和睦相处，却不是说说
那么简单。那么，贺俊花一家又是怎
么做的呢？

门口的小巷坑洼遍布，贺俊花便
动员温亚洲买来沙子、地砖，并请来工
匠重新铺好路面。邻居主动过来要求

承担费用，他们笑着谢绝了；新年将
近，南房租户王抵林外出跑运输，贺俊
花给他的孩子端去刚出锅的年食。王
抵林事后买了一袋水果送到家里表示
感谢：“除非买了新房，不然的话我愿
意永远租住在你们家。”租户张丹说，
我就愿意与贺俊花家打交道，房子租
赁价格高些也无所谓……

2005年，贺俊花的儿子温涛，还
因一件平凡却又不平凡的小事，让温
家川（温亚洲老家所在地）的村民至今
仍交口称赞。

据贺俊花介绍，当年温涛出生的
时候，她就想喝一碗豇豆稀饭，但家里
却没有豇豆。邻居了解到情况后，便
主动把自家最后的一碗豇豆送到了温
家。伴随着儿女日渐长大，这件事情
便成了全家人茶余饭后的话题，被讲
了无数次，但每一次都感到很新鲜。

“那年温涛大学毕业拿到第一个月工
资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
一袋大米，送给那个邻居家。当时人
家见此情景有点摸不着头脑，后来经
过解释才大笑起来，说自己早就不记
得当年的那回事了。但儿子却说，人
要懂得感恩，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
报。”贺俊花说。

“家和万事兴”，是贺俊花说话使
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汇。

上有公婆，下有儿孙，丈夫从事广
电新闻工作40多年，用贺俊花的话
说，她能做的，那就是用心去理解，以
行动去支持。

过去，贺俊花一家就生活在贺家
川的集镇上。为了给全家人创造更好
的生活条件，贺俊花就在镇上开了一
个小卖部，每隔五天就要费力地拉着
日用杂货去赶集；举家搬到神木县城
后，为了照顾全家人的生活，高中文化
的她放弃了进修和工作的机会，只身
经营小商店16年。

“为了这个家，她真的是跑断了
腿、操碎了心。我曾经问她后悔不，她
说她用双手把子女培养成才，把老人
照顾得妥帖周到，丈夫的工作也得到
领导和同事的认可，哪有什么后悔
的？但我内心明白，她为我们一家付
出了太多太多。”温亚洲说。

温亚洲的三妹温亚芬，至今仍对
一件事记忆犹新：“当年嫂子和哥哥定
亲后，我嫂子就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
为我们姊妹五个每人置办了一件衣
服。当时小妹年龄还小，买不到合身
的，嫂子就买来一块布，让裁缝师傅量
身定制了一件小衣服。我们的姑嫂深

情，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培养起来的。”

坚持“传帮带”
文明之花开遍千家万户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
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
庭文明则社会文明。”2016年12月12
日，在首届全国文明家庭表彰大会上，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接见全国文明家庭代表
讲话时如是强调。

时至今日，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
仍让贺俊花的心绪无法平复。“尤其是
现场聆听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家风
家教的谆谆教诲，感觉特别荣幸，也受
益匪浅。”操着典型神木南乡方言的贺
俊花说。

贺俊花家庭荣膺“全国文明家庭”
称号的消息传回神木，该县贺家川镇
温家川村的“两委”干部第一时间告诉
了全村村民，大家齐刷刷地等在各自
家里的电视机前，希望在荧屏上寻觅
到贺俊花的身影。神木县继业路街道
办事处神华路社区主任王怀荣，在贺
俊花从北京返回后主动登门造访，邀
请贺俊花抽出时间，向社区党员干部
和居民群众介绍会议盛况，传授持家
经验；2016年12月29日晚，贺俊花又
应邀站在该县神木镇2017年元旦联
欢晚会的舞台上，与现场近300名干
部群众分享了本次获奖感受。据了
解，在近两年的时间里，贺俊花在全市
范围内作专场报告30多次，数千人聆
听了她的报告，还有许多人来到她家

“当面取经”。
神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明

办主任刘亚功介绍，贺俊花家庭是全
县、全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模范样
本”。神木县将组建道德模范和身边
好人巡回报告团，深入单位、社区、小
区、镇办、村组和企业，开展“道德模范
百场巡回报告会”及“道德模范、身边
好人在身边”学习宣传活动，并通过建
立健全表彰激励、关心关爱机制，支持
和鼓励贺俊花家庭继续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在全社会营造“注重家庭、注重
家教、注重家风”的文明新风。

贺俊花表示，“对我们家而言，‘全
国文明家庭’的至高荣誉，既是鼓励和
肯定，更是压力和动力。我们家庭每
一名成员，一定会继续传承好祖辈流
传下来的优良家风，并以实际行动发
挥‘传帮带’的作用，为榆林精神文明
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平凡家庭的“文明密码”

“两代表一委员”走进警营
本报记者强继霞报道 为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

构建和谐警民关系，1月4日，市公安局举办向“两代表
一委员”和人民群众代表汇报工作活动，并邀请“两代
表一委员”走进警营，感受并监督公安机关工作。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晓媛，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张明，市政协副主席麻占平出席活动，市检察院检察长
范思泓以及部分在榆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行
业场所群众代表40多人参加活动。

当天，代表们一行先后参观了市公安局第二办公
区刑警支队刑事技术室，巡特警演练、禁毒教育基地，
以及市公安局文化展厅、图控中心，并观看了市公安局
2016年工作纪实片，听取了市公安局2016年全市公
安工作相关情况汇报。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代表们认为，在过去的一
年里，全市公安机关紧紧围绕中心工作，真抓实干，各
项业务工作和队伍建设取得明显进步，特别是与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类多发性侵财案件、“黄赌毒”
案件较上年同比均有明显下降，刑事、治安案件接报警
数与上年同比明显下降，全市社会治安形势总体平
稳。这是全体公安民警辛勤努力的结果，更是各位代
表、委员的支持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结果。

会议指出，根据当前面临的形势、存在的问题，公
安机关今后将继续加强和改进与“两代表一委员”和
人民群众的沟通联系，采取多种形式，积极主动向“两
代表一委员”汇报工作，认真听取人民群众对公安工
作的意见建议，修正工作偏差，堵塞工作漏洞、改进工
作作风，一如既往地做好各项公安工作。同时，各代
表、委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安工作多提意见建议，
多关心支持公安工作，共同推动榆林公安工作迈上新
台阶，共同为榆林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安定和谐的社会
治安环境。

家庭奖学金后面有着太多的故事。

贺俊花推着行走不便的婆婆到户
外活动。

“全国文明家庭”成了温亚洲、贺俊
花一家人眼中最值得骄傲的荣誉。

贴在温亚洲、贺俊花家门口的“全国文明家庭”荣誉牌，温亚洲经常会踩
着小凳用布擦拭一番。

首批10个“榆林微书屋”投入使用

把阅读带到城市每一个角落
本报记者杨晓慧报道 1月5日，由榆林市委宣传

部、市文广局、榆林新华书店等单位联合建设的“榆林
微书屋”举行揭牌仪式。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博出席
仪式。

据了解，“微书屋”建设是我市创新公共文化服务
模式，深化全民阅读的创新举措。首批试点建设了10
个，分设在榆林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交通银行榆林分
行营业部、长安银行榆林分行常乐路营业部、中国建设
银行榆林分行营业部、榆阳机场候机楼、榆林汽车南
站、榆林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招商银行榆林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榆林市分行文化南路支行、农行榆
林市分行钟楼支行。这些“微书屋”具有占地小、投资
少、管理方便、贴近群众等特点，市民在等待的时间，就
可以随手翻阅书籍，实现随时随地读书看报。目前，每
个“微书屋”都配备了300多种图书，涵盖政治、经济、文
化、历史、哲学、美学、科学等近10多个种类，内容积极
向上，兼顾古今，融汇中西。

同时要求开放的试点单位，要做好图书的运行管理
工作，把书架摆设到方便群众阅读的地方；采取科学简
便的管理方法，确保图书不丢失、不损坏，积极引导群
众将读完的书籍放回原处，及时修复更换破损的书籍；
不断创新管理方式，总结工作经验，为“微书屋”的全面
推广提供成功样本。

贺俊花向所在的神华路社区工作人员分享孝老爱亲、教育子女方面的经验。

婆婆坐不住了，贺俊花便帮老人
躺下来，说话一直是轻声细语，动作更
是小心翼翼。

午饭期间，温亚洲一直就坐在母
亲旁边照顾她吃饭。

本版照片均由刘继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