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AOWEN2 要 闻 2020年1月14日 星期二责编/申亚美 编辑/王丹 美编/贺晓瑜 校检/温馨

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
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
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党的
建设，明确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
须以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自觉不
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要求，进一步警醒
和鞭策全党同志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解
决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更加自觉
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

强大的政党是在自我革命中锻造出来
的。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
党最鲜明的品格。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党
总是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勇于推动自
我革命，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正
视问题、克服缺点，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
肌。正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这样做，才能
够在危难之际绝处逢生、失误之后拨乱反
正，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历史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
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
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
我修复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
著，全国人民给予高度评价。这次在全党
开展的主题教育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
重大成果。但也要看到，党的自我革命任
重而道远，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
法。当前，少数党员、干部自我革命精神淡
化，安于现状、得过且过；有的检视问题能
力退化，患得患失、讳疾忌医；有的批评能
力弱化，明哲保身、装聋作哑；有的骄奢腐
化，目中无纪甚至顶风违纪，违反党的纪律
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古人
说：“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
莫如欲。”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意
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初心、忘记使命，就
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罪。只有在新
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切实解决
违背初心和使命的各种问题，坚决清除一
切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
素，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
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全党同志要按
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明确要求，必须始
终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
志，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驰
而不息抓好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增强党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
能力，坚决同一切可能动摇党的根基、阻碍
党的事业的现象作斗争，荡涤一切附着在
党肌体上的肮脏东西，把我们党建设得更
加坚强有力。

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我们
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在新的征程上，始
终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我们
就一定能不断纯洁党的思想、纯洁党的组
织、纯洁党的作风、纯洁党的肌体，在推动
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创造新
的更大奇迹。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佳县是中国红枣名乡，枣林面积82
万亩，其中有机红枣基地30万亩。枣林
面积占到全县耕地面积的76%。红枣在
当地素有“铁杆庄稼”的美誉，也曾为改善
佳县农民的生活立下了“赫赫战功”。

但近年来，受降雨等自然条件影响，
红枣产量大幅缩减。除2015年外，其余
年份或绝收，或严重减产。加之面对市
场激烈竞争，佳县枣占有市场的份额越
来越小，枣价徘徊在0.5元左右。枣农生
产积极性严重受挫，出现大面积枣林撂
荒现象。

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佳县决定
从问题源头抓起——通过科技研发，让红
枣提质增产。

2015年，佳县“沿黄老枣园综合改造
试验与示范”技术成果获得了“榆林市科
技成果一等奖”，同时登记为陕西省科技
成果。试点实施该技术后，能有效地提高
红枣优果率，提升红枣品质，还可延长红
枣生长期防止枣裂，实施该技术后，红枣
亩产量由原来的350—500公斤提高到
600—1400公斤，防雨大棚裂果率降到
10%以内，枣缩果病的发生率由3.1%降
低到1.8%，优果率由20%提高到70%。

随后，佳县开始在全县范围内逐步推广
“沿黄老枣园综合改造试验与示范”技术成
果。从抓示范点、示范村做起，派出大批技
术骨干，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开展培训指
导，2017年以来累计改造枣园12.75万亩。

据初步统计，2019年红枣产量预计
达4亿斤，其中优果率70%，全县的红枣
品质得到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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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刘雄飞 艾
为报道 寒假开始了，如何能
让孩子们的寒假生活过得愉
快又有意义，高标准完成好寒
假作业，近日，米脂县计生协
公益讲座《如何帮孩子在寒假
制定学习计划》，为家长和学
生“支招”。

此次讲座特邀米脂心理
咨询中心常小文老师授课，她
主要从家庭氛围、如何鼓励孩

子制定自己的学习计划、怎么
帮助孩子加强自我监督等方
面进行了讲解，精彩的讲座赢
得了现场家长和学生的阵阵
掌声。

据了解，寒假期间，米脂县
计生协将结合实际情况，开展
丰富多彩的公益讲座，该协会
图书馆寒假期间坚持每天开
放，方便孩子们学习阅读，为孩
子们打造“多彩寒假”。

今年69岁的脱贫户宋海洋是
吴堡县寇家塬镇东庄村村民，原先
他有几间土窑洞，养着几只羊、种着
几分菜园，和老伴的生活说不上富
裕，但也不愁生计。可因为一场病
使他平静的生活变得“一团乱”：多
年前，他的老伴头部、腰部患上不同
程度的慢性病，合作医疗报销后依
然需要支付一笔不少的医药费，再

加上身体需要长期药物辅助治疗，
这个填不满的“窟窿”让这家人一下
子陷入了窘境。

2015年，宋老汉作了生平“最
不情愿”的决定：向村委会递交了
贫困户申请书。虽说住院看病有
了保障，最难的事总算解决了，但
贫困户的“帽子”却像压在他心头
的一块大石，久久不能释怀。当村
干部向他解读吴堡县脱贫攻坚产
业发展扶持政策后，瞅着机会的宋
老汉主动向村党支部书记王艳军说
出了自己的产业规划：“我用这1万
元的产业扶持资金，种10亩玉米、4

亩谷子、1亩绿豆，再扩大下羊养殖
规模，应该能成！”

王艳军有些惊讶：“你们老两
口在家，老伴身体又不好，规划这
么多，做得完吗？”“说心里话，我真
觉得当‘贫困户’不光彩！”宋老汉
斩钉截铁地说。于是，王艳军和村
干部们二话不说帮宋老汉购回了
小杂粮种子、羊羔，在这之后，宋老
汉每天起早贪黑地伺候他的“宝贝
疙瘩”们，杀虫施肥、修缮羊圈、加
工饲料……2016年，宋老汉顺利摘
掉“穷帽”。

2018年，宋老汉和村里70多名

贫困户一样，在东庄村集体合作社
挂面厂入了股。前几个月，合作社
的百亩雪菊迎来采摘期，宋老汉和
老伴每隔一天就会赶在鸡叫之前起
床，迫不及待地奔赴金黄色的花海
中，参加采摘雪菊“大赛”。这不，最
近接受笔者采访时，宋老汉掰着指
头算起2019年一年的收入：养殖肉
羊收入2万元，小杂粮收入1万元、
补助2千元，在村集体合作社务工
收入 2 千元……此外，宋老汉还

“亮”出了自己作为吴堡县自强脱贫
模范的奖牌，颇感荣耀地说：“那是
我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脱贫户宋老汉的“产业作战图”
本报通讯员 辛亚娥

提质增产、牵线促销、延伸产业链，佳县发展红枣产业增加贫困户收入——

枣乡脱贫“枣”当家
本报记者 陈静仁

1月10日，榆林市党外知识分子
联谊会和榆林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
谊会在榆举办 2020 年春节联欢晚
会。郭培才、麻宝玉、杨东明、贾正兰
等市领导同现场400余名观众一同观
看演出。

晚会在歌舞《我们的中国梦》中拉

开帷幕。晚会紧紧围绕“凝心聚力，同
舟共济”主题，独唱、歌舞、合唱、小品、
朗诵等15个节目精彩纷呈，赢得现场
观众掌声不断。晚会在歌伴舞《幸福
中国一起走》中落下帷幕。

文/本报记者高苗 实习生张占林
图/本报记者延杨红

刚刚过去的2019年，对于佳县康家港乡大社村贫困户曹艳平来说是收获满满的一年。2019年8月21
日，该村的红枣羊产业扶贫项目进行第二次集体分红，包括曹艳平在内的30名贫困户共分得84510元。“这
是我第二次拿到分红，我对红枣羊产业的发展充满了信心。”曹艳平说。

红枣羊产业扶贫项目，正是近年来佳县发展红枣产业增加群众收入的一个缩影。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
来，佳县坚持立足当地实际、发挥比较优势，全面发力，初步摸索出一套依托红枣产业脱贫增收的组合拳。

然而，单一的包销红枣产
品终究不是脱贫致富的长久
之计。如何立足全县红枣产
业优势，发展以红枣为主的各
类延伸产品，真正让佳县红枣
带领枣农增收致富？

佳县趟出的路子可以用
一个成语来形容：五花八门。

黄河西畔的王宁山村，针
对红枣丰产不丰收的困境，大
力推行“强力降高塑形”技术，
实施低产枣园改造，成立红枣
酒业合作社，建设原生态田园
综合体，2018 年全村人均纯
收入10400元，走出了一条红

枣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脱贫
致富的新路子。

大山深处的申家沟村，让
品质优良的佳县白绒山羊，吃
着以佳县原产红枣为核心配
方的饲料，养出了肉质回甘、
味道鲜美的红枣羊。2019年
7月 19 日该村红枣羊产业项
目进行第二次分红，每户贫困
户到手2450元。

2014 年泥河沟村古枣园
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此为
契机，该村开始打造集枣乡文
化、乡村体验、黄河风光为一

体的旅游业。众多游客慕名
而来，越来越多的村民返乡开
起了民宿，家门口就能致富的
梦想变得触手可及……

在这样契合实际的有力
举措下，佳县的红枣产业正
在逐渐走出昔日的困境，成
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红
宝石”。下一步，佳县计划与
西北大学白乃生教授合作，
对佳县油枣内含的营养物质
进行深度分析，为开发佳县
红枣深加工产品提供科学支
撑，打好延长红枣产业链的
坚实基础。

红枣丰产后，如何实现增
收，成为贫困户担忧的另一个
问题。

为打消贫困户的后顾之
忧，佳县采取支持红枣经销企
业保底收购贫困户有机红枣的
做法，2017年兑现贫困户红枣
保底收购补贴款 110 万元。
2018年整合涉农资金2000万
元，执行全覆盖保底收购政策，
补贴标准为每公斤1元。

同时，该县还通过举办多
种活动，为红枣企业搭台促销。

2019年9月11日，佳县举
办第二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暨东
方红之葭州千年红枣开售仪
式。仪式现场，本地红枣企业
与京东榆林馆、陕西兴荣昌农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温州鸿
联进出口有限公司、西安隽永
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代表签订
红枣和小杂粮订购协议，共签
订协议7个，订购红枣1亿多公
斤、小杂粮1万多公斤，总价值
达6亿多元。

“日子越来越好了！通过

举办这个丰收节，我家的红枣
一点都不愁卖了。”泥河沟村村
民武文生说，丰收节上他家的
红枣全部被收购。

一个多月后的10月15日，
佳县又举办消费扶贫红枣品鉴
会暨产销对接签约仪式，与万
物归一电商平台、陕西百步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武汉倾城至
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8家采
购商代表签订了共计1600万
元的订购意向合同，为贫困户
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我们的中国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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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枣提质增产——
沿黄老枣园综合改造

2
枣农增收致富——
村民说，日子越来越好了！

红枣产业链延伸——
红枣羊、红枣酒、枣乡旅游

米脂县计生协举办公益讲座

打造“多彩寒假”

脱贫脱贫
tuo pin gu shi

舞蹈《我的祖国》

歌曲《不忘初心》

器乐表演

本报记者陈静仁报道 记
者日前从榆阳区获悉，1月26
日（正月初二）至2月8日（正
月十五），由榆阳区各街道办事
处和孟家湾乡政府组织的13支
秧歌队伍，将分别在榆林城区夫
子庙南门广场、世纪广场、火车
站广场、阳光广场、沙河公园、河
滨公园等地进行集中表演，丰富
广大市民的春节文化生活。

其中，夫子庙南门广场的

秧歌表演将从1月26日持续
至2月8日，时间为12时30分
至15时；其余区域秧歌表演从
2月1日（正月初八）开始，到2
月8日结束，表演时间为12时
30分到 14时。此外，从1月
17日（腊月二十三）“陕北榆林
过大年”系列活动启动至2月8
日，还将有12支秧歌队在榆林
老街进行巡演，时间为15时至
16时30分。

让年味更浓

榆林城区13支秧歌闹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