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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凤岐夫妇虽然已年近七旬，但他们
的父母依然健在，都已90多岁。他们不
仅要照顾两位老人的生活起居和衣食住
行，还要照看孙子和外孙。在他们的细心
照料和严加管教下，全家老小15口人为人
本分厚道，孝老爱亲，农民的淳朴和善良
在他们一家人身上得到完美体现。

生活中，他们勤劳节俭，把“绿色”融入
健康生活，吃的瓜果蔬菜都是老两口自己
亲手种的，家庭用具大多是利用其它器具
改造而成，精致、轻巧、实用。自1971年11
月成家以来，单凤岐夫妇更是勤于养花植
树，整个庭院就是一个美丽的花园，环境
优美，物品一应俱全。置身院中，仿佛来到
世外桃源，令人心情愉悦，心旷神怡。

单凤岐家庭尤其注重绿色自然，种地
上的是农家肥，地里的瓜果蔬菜从来不打
农药。为保护院中的葡萄不被蜜蜂伤害，

他给葡萄套上袋子，既保持了葡萄的品质，
又保护了蜜蜂，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作为居民小组长，单凤岐对待村民的
大小事情都非常热心，经常为村民排忧解
难，帮助村民化解各类纠纷，做到小事不出
组、大事不出村。在参与公益活动方面，他
更是一副热心肠，只要别人有困难，他都会
伸出援手，热情帮助。工作之余，他还不忘
向乡亲们传授自己的养花植树技术，增强
村民的生态环保意识。一直以来，他的一
言一行，都得到邻里的认可。

作为党员，他更是起到先锋模范作
用。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他被树为

“标杆党员”。他的家庭在“美丽乡村，文明
家园”评选活动中，被评为2016年度袁家
圪堵村“最美家庭”和尔林兔镇“最美家庭”
提名奖，并被神木市妇联推荐参加榆林市

“最美绿色家庭”评选。（本报记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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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生家庭：传承红色基因

1月25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就
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
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
持学习时强调，要运用信
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
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
主流舆论。3 月 7 日，全
市宣传部长会议就做好
我市全年宣传思想工作，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作了
安排部署。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
中省市有关文件会议精
神，榆林传媒中心将于 4
月23日至26日举办为期
四天的第五期新闻培训
活动。特邀请省市主流
媒体专家、摄影界资深老
师进行新闻写作、新媒体
运用、摄影理论辅导讲座
及实践授课，实践课安排
在户外进行实地采访拍
摄。学员培训合格后颁
发《榆林日报》通讯员证。

榆林传媒中心由原
榆林日报社、榆林广播电
视台、榆林新闻网3家市
级新闻单位整合组建，为
市委直属事业单位。望
各单位积极组织人员报
名参加！同时欢迎新闻、
摄影爱好者、自媒体人积
极参加，深入探讨和广泛
交流。培训班名额有限，
欲报从速。

报名咨询电话：
0912—3280900
（兼传真）

联系人：
张老师
13289780015
（同微信）

榆林市第五期新闻培训班招生

李杰 华商报影像新
闻部主任，中摄协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聘请为新
闻摄影委员会委员，第 12
届中国摄影艺术节“英雄
会 ”荣 获“ 摄 影 英 雄 ”称
号，2018 腾讯图片·影像
力 大 赛 评 委 ，图 文 专 著
《三线记忆》一书由人民
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
店发行，京东等 10 多家
网络书店经销。《非典时
期的棋迷》《北京遣送民
工》《地震来了》《散落田
间地头的石头爷》等多幅
作品，被广东美术馆、中
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美
术馆收藏。《寻找陕西古
长城》获中国新闻奖年赛
铜奖；编辑作品《冰激凌
的滋味》，获中国新闻奖
银奖；《招待所的临时产
房》获中国新闻奖年赛一
等奖，并获国际版权博览
会一等奖；《新城逼近帝
王都》获 2012 年度人民摄
影中国新闻奖经济与科
技类金奖。

胡武功 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主席。1983
年采访陕西安康特大洪水，所拍
《洪水袭来之际》获中国首届最
佳新闻照片奖、中国新闻特别
奖。1984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
闻工作者。1986年参与组织召
开首届全国摄影美学研讨会，并
参与主编出版《摄影美学初
探》。1987年发起主办《艰巨历
程全国摄影公开赛》，同年在北
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并参与主编
出版《中国摄影四十年》大型画
册。2003年作为策展人之一于
广东美术馆举办《中国人本——
纪实在当代》大型摄影展，并参
与主编出版《中国人本》大型画
册。2008年作为策展人之一举
办《中国民间体育》，参与主编
《中国民间体育》摄影画册。先
后出版《摄影家的眼睛》《胡武功
摄影作品集》《四方城》《西安记
忆》《藏着的关中》《中国影像革
命》《昨天》等图书。2006年被中
国摄影国家协会授予突出贡献
摄影工作者，2007年9月荣获中
国摄影金像奖。

外拍指导老师
苗壮 榆林传媒中心榆林日报摄影部

主任，榆林市青年摄影家协会主席。从事
新闻摄影二十多年，多次获得中、省、市新
闻摄影奖，在新闻摄影的同时不断追求艺
术摄影，并且以自己独到的视角，形成了独
特的艺术摄影风格。《榆林日报》“新视觉”、

“塞上视角”栏目主持人，专题摄影作品在
北京摄影节、平遥国际摄影节展出，并先后
出版《苗壮摄影集》、《渐远的黄土风尘》摄
影集、《苗壮人物肖像速写集》等。

马孟欣 榆林传媒中心新媒体记
者、编辑。陕西师范大学新闻学硕士
研究生，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全球传
播硕士研究生。《榆林启动“百姓问政”
工作》获2017榆林新闻奖一等奖，《专
题：穿越秦晋峡谷 探秘黄河文化》获
2017榆林新闻奖二等奖，《抢险救灾、
重建家园——榆林在行动》获2017榆
林新闻奖三等奖，《三地党报沿黄行》
获得了“2018年度中国地市报‘报业+
旅游’融合创新”媒体十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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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军 榆林传媒中心榆林
日报经济部主任，先后在榆林日
报记者部、文艺部、社会部、经济
部等多个新闻专业岗位从事新闻
采编工作二十年，采写的作品多
次获得省市新闻奖。长期主持

“三农观察”“能源新都”“绿色榆
林”“县区专版”“金融专刊”等栏
目，在新闻传播领域有广泛影响。

主讲：
怎样讲好图片故事

——浅谈新闻与纪实摄影

主讲：
新媒体内容编写方法及技巧

主讲：
短视频拍摄技巧与制作方法

主讲：
基层通讯员怎样提高投稿命中率

高生，男，1944年11月出生，197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年74岁，初中文化，家住佳县刘
家山乡高起家坬村。

他虽然是农民，但在当地人们心中却有着很高的威望，这种威望源于他爱党爱国的真挚
情怀和勤勉廉洁的高尚品格。

单凤岐家庭：
把“绿色”融入生活

勤劳俭朴 教子有方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优良家风

今年66岁的单凤岐和妻子张在在是神木市尔林兔镇袁家圪堵村人，
多年来，他们相依为命，和睦相处，对老人孝敬有加，对子女教育有方。

高生有6个儿女，他们夫妻俩勤劳善良，省
吃俭用供几个孩子上学。他们尊重知识，懂得知
识改变命运的道理。他经常教育孩子们要好好
学习，做一个诚实正直、对社会有用的人。在他
的教的教育下，孩子们个个努力上进，学有所成。现

在他的儿女都已成家立业，不仅对工作认真负
责，而且勤俭持家，尊老爱幼，孝敬父母。提起
他们这个家庭，周围的人都赞不绝口，大家一致
认为教育孩子就要以他们家为典型，是公认的最
美家庭。

高生家庭是革命家庭，他的父亲高均仰和3个
堂哥高录孝、高录忠、高录贤都是革命烈士，叔侄4
人为党的革命事业献出年轻的生命。他家的家训
是：忠党、爱国、奉献。从小，他就听长辈和嫂子们
讲他们家的革命故事，被长辈们忠党、爱国、奉献的
精神所感动，也为他们的英勇事迹感到自豪，并立
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的建设事业作贡献。

他发奋读书，学习成绩优秀，初中毕业后本可找到
工作，但他看到长辈们年事已高，没人照料，就主动放
弃出去工作的念头，在家种地照顾母亲。他的母亲和
嫂子们都是小脚，干不了体力活，种地、挑水、劈柴等杂
活都得他干。他每天天刚亮就起床挑水，把几家人的
水缸都挑满后，再吃点饭下地干活，一天下来累得腿都
抬不起来。但他从不喊累，照顾这个大家他心甘情愿。

20岁时，村里需要一名会计，村党支部书记觉
得他有文化，又踏实，就安排他当了会计。虽然家
里很忙，但村里安排的任务他从不含糊，每一笔账
都算得清清楚楚。197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
会计岗位上先后干了15年，年年被评为优秀，后来
又当了村委会主任。

他办事公道，清正廉洁，一心为村民谋福利。
他发动村民打坝4座，修生产道路5条，改善了村
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上世纪90年代初，他决心要
为村里通电。由于村里没钱，他就自己垫钱到上面
争取资金，吃的是最便宜的饭，住的是最便宜的
店。通过一年的奔走，他争取到20万元架电资
金。1994年，村里终于通了电。1996年，他主动
辞职，推荐年轻干部在村里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