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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勃江摄影报道 5月22
日，我市新增5条公交线路，74辆纯电动
空调公交车同时投运。

据了解，本次新开通的“一主一支三
环”5条公交线路为：主干线路21路、支干
线路22路以及微循环线路101路科创新
城环线、102路高新区环线、103路西沙环
线。其中，21路从公交公司第二办公区出
发，途经金沙路、榆林一院等14个站点，运
行至圣景名苑（高新区供排水公司）；22路
从北郊热电厂出发，途经榆麻路等5个站
点，运行至边墙小区；101路科创新城环线
从紫瑞花园出发，途经横山区十三小、横
山区第六小学等13个站点，运行至荣盛
华府；102路高新区环线从高新区光明路
出发，途经高新医院、第七中学北等29个

站点，运行至开源大道；103路西沙环线
从榆林市职业技术学院林学院出发，途经
航宇路、青山路、火车站等26个站点，再
回到榆林市职业技术学院林学院。

随着本次5条公交线路的开通，将有
效链接城区主动脉，填补主城区周边区域
公交覆盖盲区，实现“上班、上学、购物、就
医、回家”一站式体验。首批74辆纯电动
空调公交车的投运，标志着公交出行迎来

“空调时代”，这批车辆还配置了GPS智
能调度、视频监控、IC卡终端等智能化设
施，环保性、舒适性、安全性大大提高。今
后，我市中心城区公交线网将逐渐形成

“干线—支线—环线”相互交织新格局，实
现公交换乘“无缝对接”，从而吸引更多市
民选择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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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扬团结一心的力量
□魏寅

生机盎然的初夏，在亿万人民的瞩目中，全
国两会时间再度开启。

全国两会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背景下
召开，肩负谋划部署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的重要使命。代表委员议政建言也面临着新课
题：怎样总结抗疫经验，进一步抓实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巩固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怎样守
土有方、积极作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
实“六保”任务？怎样更好降低疫情影响，确保“不
让一个人掉队”的全面小康如期实现？聆听来自
会场内外的声音，“团结”无疑是一个关键词。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几个月前，一场来
势汹汹的疫情打乱了中国人过年的节奏，却也让
全世界再次见证了中国人民的团结一心。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千千万万中国人前赴后继加入抗
疫战斗。医护人员成就“最美逆行”，社区工作者
坚守一线，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广大群众捐款捐
物……一个个战疫故事、感人瞬间，无不体现着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传承，无不传递着
“共克时艰、共渡难关”的坚定信念。事实证明，
“少出门、少聚会”没有拉远我们的距离，反而让
休戚与共的心贴得更近；“高致病、高传染”没有
击垮我们的防线，反而让守望相助的手握得更
紧。由此，我们更加体认到团结的价值与意义。

“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耳熟能详的话，也是
“说出来会自带背景音”的歌。这首歌之所以传唱
了几十年而经久不衰，就在于其中蕴藏着国家发
展之“原力”，能够激发全国人民的情感共鸣。回
首过往，无论是白手起家“建设一个新世界”，还是
勒紧裤腰带研制“两弹一星”；无论是建三峡、修高
铁、办奥运，还是实现“神舟”飞天、“嫦娥”探月、

“蛟龙”入海；无论是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还是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风浪，中国
人民总能迸发“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团结之力，
总能书写“人心齐，泰山移”的动人篇章。

“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心往
一处想，才能劲往一处使。奋进在新时代的长征
路上，摆在我们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
挑战更严峻，还会有风险挑战突然来袭，还会有一
个个“娄山关”“腊子口”等待我们去攻克。看近
程，必须清醒认识到，尽管成果成效振奋人心，但
当前全球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
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抬望眼，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容不得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非凡事业
必待非常之功，团结一心、汇聚亿万人民的强大合
力，正是我们闯关夺隘、勇毅前行的最可靠动能。

2020年，我们将在战胜各种困难中完成全面
小康这一“鸿篇巨作”的收官之笔。越是在这个
时候，越需要凝聚“想在一起”的团结之心，越需
要激扬“干在一起”的团结之力。让我们以全国
两会召开为新起点，心手相牵、同舟共济、团结奋
斗，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努力
拼搏，用坚实的步履踏出铿锵的前进足音。

（据《人民日报》）

榆林传媒中心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记者马露露报道 5月22日，榆林传媒中心
组织干部职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
神，并邀请市委理论讲师团原团长、省市重大理论宣讲
团成员雷润峰进行宣讲。

雷润峰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他从
充分认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的重大
意义、核心要义、根本要求及实践作为四个方面进行深
入浅出、生动活泼的精彩讲述，内涵深刻，引人深思。

下一步，榆林传媒中心将全力以赴做好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和

“五项要求”的宣传报道，为开创榆林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贡献传媒力量。

全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陕
考察重要讲话专题学习班
第二期结业

本报记者李志东报道 5月22日，全市学习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来
陕考察重要讲话专题学习班第二期结业。结业仪式
上，党玉飞、吕明辉等5位学员代表结合各自工作实践
和学习体会，分别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高瞻
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体现了对陕西发展的深刻
洞察和系统思考，为陕西新时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注入强大动力，全市上下要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结合起来，与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来陕视察重要
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习近平总书记对陕西一系列重
要指示批示和涉及榆林的重要批示结合起来，进一步
找准新时代追赶超越中的“榆林定位”、面临的形势任
务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不断把榆林新时代各项工作推
向前进。

张建仁，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人，
却有很多“身份”。他是榆阳区润棽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榆阳区甜蜜家庭
农场法人，榆阳区鱼河镇高家洼村新庄
科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同时，也
是高级职业农民。务实求真、吃苦耐劳
的他，带领村民共同种植山地苹果，成为
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山地苹果专家。

如果有人问起山地苹果的培养与
种植，这位山地苹果专家就会滔滔不绝
地讲起来：“榆林南部山区地处黄土高
原丘陵沟壑区腹地，自然条件得天独
厚，气候适宜、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有
效积温高、昼夜温差大，具备优质苹果
生长的七大黄金指标，且这里土层深
厚、土壤疏松，富含植物生长所需的多
种微量元素……”

那么，这位身份带有诸多标签的普
通人，究竟什么来头呢？又有着什么值
得称道的故事呢？

发展山地苹果，造福家
乡的带头人

近几年来，根据陕果北移的战略规
划，我市开始大力发展果业。特别是
2016年以来，市政府将山地苹果纳入
精准扶贫项目，精明能干的张建仁瞅准
机会，即时与本组5户贫困户成立了榆
阳区润棽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又吸纳
本组6户村民，共计12户村民，承包了
本村300多亩荒山，自筹资金，推整成
标准农田。之后又成功栽种了山地苹
果，新建千方高位水池2座，打深井1
眼，安装变压器1台，解决了果园地的
浇灌问题。

然而，发展山地苹果的过程却很艰
难。合作社成立之初，由于一半股员为
贫困户，确实拿不出钱，而且山地苹果
见效慢，一些村民不支持，甚至家人也
不理解。但是张建仁没有动摇决心，在
垫付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后，又在银行贷
款40万元才渡过难关，硬是将新庄科
组400亩高荒沙地推成一排排梯田，栽
上了山地苹果。

“看着张建仁真的在村里种起了山
地苹果，我们也早就动了心思，但是不
懂这个啊，没想到他却主动鼓励我们加
入，免费教我们技术，一起种植山地苹
果致富。”村民王玉梅感慨道。

看着果苗一天天长高，逐渐有更多
的村民开始支持张建仁，慢慢加入到了
这个队伍当中。现在这里已经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山地苹果示范园和果业人
才实训基地。

此外，张建仁给本组村民托管养牛
50多头，高效地利用了现有资源，也拓
宽了村民的致富之路。

然而张建仁并未满足现状，为了带
动全村村民共同致富，又承包了邻村
180亩荒地，种上了桃、梨、杏、西梅等
适宜当地的果树，并在市农业科研试验
示范中心承包了20亩露地葡萄。

传授管理技术，培育骨
干的土专家

“有句话说，世界苹果看中国，中
国苹果看陕西。而榆林山地苹果是陕
西好苹果的代表，所以形成产业很有

前景。”张建仁认为，“要想产业有个长
效持久的发展，就必须掌握第一手市
场信息，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术的骨
干成员。”

在市农广校、榆阳区农广校和园艺
站的支持下，张建仁成立的合作社共培
养出高级职业农业2人、中级职业农民
2人、初级职业农民7人，共计11名新
型职业农民，这些都是年轻一代的技术
骨干，他们都已掌握了新型果园的管理
技术。

2018年，村民张树贵和妻子决定
向张建仁学习果树管理技术，在张建仁
的悉心指导下，如今他们已成为这方面
的行家里手，成功被认定为中级职业农
民。张树贵在标准化果园栽种了18亩
果树，并成立了榆阳区玉梅家庭农场，
承包邻村土地开办养殖场。

“现在山地苹果基本走上了正轨，
将来我们准备促进山地果业多样化，并
与相关单位加强合作，发展绿色水果深
加工产业。”栽上山地苹果后，张建仁又
办起了家庭农场，他开始转变管理理
念，打算引进新技术发展养殖业，通过
养殖让山地果树有充足的农家肥供给，
保证纯绿色果品的质量，形成一个良性
循环的产业链。

如今，张建仁的农场现种植山地苹
果180多亩、五谷杂粮100多亩、露地
葡萄20多亩，养羊200多只，部分果树
已进入初果期。在专家教授的培训和
指导下，他的农场被榆阳区农广校定为

“4号山地苹果实训基地”，拥有400多
平方米的培训办公室、各类农机具20
多台，为当地的山地苹果发展起到极大
的推动作用。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山地苹果专家张建仁

扎根乡土间 开创新天地
本报记者张三林 李志东

张建仁在果园管理新栽苹果树 李志东摄

本报记者郝彦丰报道 5 月 22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
精神市委宣讲团走进榆阳区，开展了
两场专题宣讲。

在榆阳区金沙路街道，市委宣讲
团成员、榆阳区委党校讲师马海霞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行程、习近
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的
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为陕西新时
代发展提出的总体目标和要求三方
面作了宣讲，深入系统地解读了习近
平总书记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之年、统筹推进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
关键时刻，来陕考察指导工作的重大
意义。

在榆阳区治沙试验站，市委宣讲
团成员、榆阳区委党校讲师刘艳丽向
林业系统干部详细阐释了习近平总
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
意义、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
涵、实践要求，并就省市区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
神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进行了深入

解读，宣讲内容生动丰富，具有很强
的指导性。

市委宣讲团在榆阳区的宣讲引
起热烈反响，参会人员听后纷纷表示
鼓舞人心、受益匪浅。该区金沙路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王世荣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为我们
做好新时代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思想武器、注入了强大动力，全街
道上下要学习好、宣传好、落实好习近
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特别是要把讲
话精神转化为工作实践，围绕区委

“11255”发展目标，重点在街道基层
党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生态环境保
护、基层社会治理等工作上落实落细，
力促街道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榆阳区小纪汗林场副书记王建
东表示，听了这次宣讲，对习近平总
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有了更
深刻、更全面的体会与领悟，下一步
林场将以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
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继续发扬榆林治
沙精神，为榆林早日建成黄土高原生
态文明示范区贡献力量。

市委宣讲团在榆阳区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