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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张亚男 陈 林）近日，由市文化和旅游
局、山阳县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山阳剧团承办的“戏曲进
乡村”活动走进山阳县法官镇姚湾、法官庙、牛家坪、蔡家
庄等村（社区）。

惠民演出以文化做纽带，用演出传真情，汉剧选段
《抬花轿》，汉剧《空城计》，汉剧折子戏《渔舟配》，陕南民
歌《哥接妹》，歌伴舞《美丽的山阳》，漫川大调《田园乐》，
小品《说唱共产党》等丰富多彩的节目轮番上演，吸引了
众多群众观看。

“戏曲进乡村”是一项文化惠民工程。山阳县开展此项
活动旨在丰富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载体，弘
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艺术，推动山阳戏曲事业繁荣发展；
满足乡村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营造村
庄文明和谐的氛围，为乡村振兴凝心聚力。

惠民演出到家门

11 月 27 日，商洛日报小记者团 26 名小记者来到
陕西丰上鑫和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探访自动化工厂，在
试生产车间体验洗发水的工艺流程。

上午 9 时 30 分，小记者们坐车抵达了位于山阳县
高新区高新四路的陕西丰上鑫和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走进 2000 平方米的自动化工厂，参观通道宽敞
明亮。在进入无菌车间时大家依次换上了防护服，避
免带入灰尘。

“这些工人在做什么？”参观时小记者好奇地问。
“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任务，在这里机器生产和人工
相结合，提高了生产效率。”工厂负责人赵亮说。

据赵亮介绍，陕西丰上鑫和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拥
有十万级洁净化生产车间，建设高标准洗发水、护发
素、育发液、沐浴露生产线各一条。主要从事中药喷剂
和化妆品的生产及生物保健品、日用品、生物活性物质

原料、医药中间体的研发、销售，目前“莹朴”品牌防脱
系列洗护用品正在试生产中。洗发水的工艺流程包括
包材拆包、原料称量、乳化搅拌、静置、外包装拆包、灌
装、外包、封口贴、打码、装箱十个步骤。

为了让大家近距离了解“莹朴”洗发水的制作过
程，赵亮邀请小记者来到外包间进行体验。

“大家把手里的纸板对折后做成纸盒放入纸箱内，
然后将洗发水放入做好的纸盒中封口。”通过操作员的
仔细讲解，小记者们麻利地做起活来。40 分钟的体验
结束后，大家继续参观了包材仓库、拆包洗瓶间、换鞋
间、空调机房、原料仓库，并到工厂二楼了解口罩的生
产过程。

“我手里的白色颗粒叫 PP 颗粒，就是生产熔喷布
的原料，也是做口罩最重要的材料，有了它细菌才能被
隔离。”赵亮介绍道。小记者还在口罩车间参观了几个

大型机器，了解了它们的用途。
“这是我第一次来工厂体验，原来洗发水在出厂前

要经过这么多工序。”小记者陈书涵说。而他今天最大
的收获是见识了工人和机器的默契配合，赞叹科技改
变了我们的生活。

“党报小记者 童眼看商洛”活动探访自动化车间
本报记者 方 方

2019 年，因为乡村学校需要，吴祎主动
请缨，到镇安县条件艰苦的偏远教学点达仁
镇双河小学教学点担任负责人。

在这里，他坚持用爱温暖孩子们，陪伴
他们健康成长。

今年 9 月，他被授予商洛市乡村教师突
出贡献奖。

11 月 26 日，笔者来到双河小学教学
点。走进吴祎的办公室，桌子上摆着教本与
教学参考用书。教本上，用不同颜色的笔做
满了笔记。

“人的灵魂，国的未来，要用心去塑造。
走上三尺讲台，接过那根教鞭，让教师的精
神在我身上传递。”这是吴祎写在笔记本扉
页上的话。

扎根偏远乡村

今年 33岁的吴祎本是一名幼儿教师。
2019 年秋，双河小学 3 名教师相继调

离，原本 5 名教师只剩两名。镇内没有老师
愿意到双河小学任教，都嫌弃地方偏僻。

当时，正在镇中心幼儿园工作的吴祎却
主动申请到双河小学任教。他的家人们都
十分反对，同事们也都劝他要慎重考虑，说
好不容易在镇上的学校教书，又在幼儿园，
相对比较轻松，现在要去山村教学点，小心
去了就出不来了。

吴祎告诉他们，他也是山里娃，他深知

娃们对知识的渴望，家长对老师的渴求。
娃们没有老师，学业会搁置。还可能因孩
子上学，影响以茶作为唯一经济来源的茶
农发展产业。最终他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放下不到一岁的女儿和体弱的妻子来到了
双河小学教学点。

温暖留守儿童

刚到双河小学，学校厕所和厨房因年久
失修经常漏雨。教学楼墙皮严重脱落，存在
安全隐患。

吴祎立即给中心校汇报，通过多方努力
和协调，2020 年暑假对校舍进行了维修改
造，消除了安全隐患。今年春天，他积极联
系，在校园安装了监控，更新校园文化墙，为
教师住房添置了衣柜。在中心校的协助下，
爱心人士为寄宿学生捐赠了床单被罩。通
过两年多努力，双河小学师生的学习生活条
件有了很大改善，校园安全管理有了保障。

双河小学有 30 名学生，26 名住宿生，
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每天晚上，吴祎帮
学生准备洗脚水，夜间为他们掖好被角。
早晨起来带领他们刷牙、洗脸、叠被子，还
帮忙梳理头发。

有天晚上，当他第 3 次走进宿舍巡查
时，一年级的学生黄海洋没有睡觉，一直在
床上翻动。吴祎抚摸他的额头，发现学生发
烧了。他顾不得多想，赶紧为孩子套上衣

服，送到村卫生室。医生为孩子打上点滴，
当孩子退烧时，已经是凌晨 4 时。看到孩子
能说出话的那一刻，他一颗悬着的心才放
下。回到学校，顾不上休息，他又投入紧张
的工作中。

学校男老师比较少，遇到水电出了问
题，请不到水电工，维修工作自然就落到吴
祎身上。常常是修水回来一身湿，换灯下来
一身灰。好多次手上、腿上都是划破的口
子。时间长了师生都风趣地说，水电维修找
小吴老师准没错。

2019 年秋季，学校到茨沟口唯一的通
村水泥路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封闭维护。学
校营养餐的转运成了一大难题。那两个
月，每到周六他就早早起来，和保安一道，
步行，骑行，再步行，再骑行。6.5 公里路
程，靠手搬，靠肩扛，一趟趟地将粮油蔬菜
安全转运到学校。他的脚板走出了水泡，
肩膀磨起了血泡。

办好乡村教育

初到双河小学，遇到转岗的不适，吴祎
积极对照课标研究教材，观看网络教学视
频，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经常凌晨才
睡觉。闲暇的时候他请外校老教师听他讲
课，听取老教师们的建议。在他的努力下，
数学课成了最受学生欢迎的课堂。

2020 年吴祎结合教学导课环节的一些

想法申报了县级课题《农村小学导课策略研
究》，让学校有了课题研究。

吴祎充分发挥自己幼儿教师的优势，在
学校开起了体、音、美课程，改变了学校只开
展语、数、英教学的状况。他还带领学生办
起了黑板报，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和德育主题
教育。“六一”儿童节、“七一”建党节，他带领
师生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和文艺展示。

在活动的引领下，新入职的老师专业素
养和教学能力得到提升，2020 至 2021 学年
度期末统考十个科目有五个 A 等。

吴祎负责家访的一名五年级学生家在
高山上。每次家访、送资料都要步行。孩子
在校性格内向，又比较调皮。面对现状，他
很着急，于是联系爱心人士资助孩子，在课
堂上多关注他，课间与孩子一起做游戏。长
期的坚持温暖了孩子的心，他渐渐有了变
化，在期末考试中取得了全镇第一名。

吴祎的认真努力，苦干实干也得到了家
长和学生认可。他先后获得了县级优秀班
主任、优秀教师、师德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情 洒 乡 村 不 言 悔情 洒 乡 村 不 言 悔
杨远彦

本报讯 （记者 陈 波）近日，镇安县永乐街办木园
村村民储照全将一面写着“法为先行解纷争，行稳致远保安
定”的锦旗送到永乐街道办事处。“拖了几年的信访纠纷，终
于得到了解决，感谢党工委、办事处一直以来的关注和关
心。”这正是永乐街办党工委积极解决群众诉求，为群众排
忧解难的真实写照。

储照全反映与同村村民储某的林地、土地产权纠纷问
题多年未能解决。永乐街办主要负责人多次与其面对面交
谈，了解当事人的诉求和意愿，积极与上级部门和单位沟通
协调，组织召开街道办信访工作联席会议会商讨解决方案，
最终当事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储召全息诉罢访。

今年以来，永乐街办党工委紧紧围绕“抓信访就是抓民
心、保稳定就是抓发展”这个核心理念，坚持“政策解释到
位、思想教育到位、帮扶救助到位”的工作原则，始终将信访
工作抓在手上，将工作责任扛在肩上，热情接访，积极下访，
认真回访，化解了一批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辖区
内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群众送来的锦旗是荣誉，更是责任，是肯定，也是期
盼。”永乐街办政法委员杨明凌说，“今后，我们将继续坚持
群众事无小事的理念，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细的
措施，为群众提供更加贴心、耐心、细心的服务，为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解忧纾困暖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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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龄退休了，本可以在家含饴弄孙、颐
养天年，可是在小城丹凤，就有那么一群

“退”而未“休”的老同志，他们充分利用所
学及特长，在其所在的社区服务群众，继续
发挥余热。

名气最大、影响深远的当属从资峪九年

制学校退休的教师白书哲。退休后的他，和
以前一个样，无论寒来暑往，走到哪里，就把
黑板报办到哪里，讲座搞到哪里。40 多年
来，他奔波于丹凤和西安之间，为两地部分
社区义务办黑板报 4000 多期，讲座上千
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递正能量。

庾岭中学教师杨青山，吹拉弹唱，样样精
通。退休后，他在其家“春茂永”药铺（中共鄂
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旧址）展出红军珍
贵图片200多张，史料书籍近百件（部），作词
谱曲红色革命歌曲数十首，义务在庾家河战
斗遗址和附近学校给前来参观的游客讲解。

2020 年 12 月，杨青山被陕西省关工委授予
“全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已成
为当地发展红色旅游的一张活名片。

退休后的张书成喜欢旅游，爱好写作，
他给自己定了个“5311”计划：5 年内完成

“三部曲”创作，即完成《棣花细语》的修改再
版，编纂出版《棣花纪事》《棣花情韵》散文
集，整理出版一部小说集和一部诗歌集。他
觉得这样的退休生活踏实、快乐、有味，是他
生命中的又一个春天。

在丹凤，像这样的退休人员还有很多，
他们“退”而未“休”，忙碌的身影融入火热的
乡村振兴之中。

退 而 未 休 献 余 热
高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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