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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新时代
金融新担当

合办

本报讯（通讯员 孙苑红）为进一步
增强群众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意识，真正让
群众了解网络诈骗手段和骗局，近日，光
大银行临汾鼓楼支行联合尧都区水塔街
办事处党工委组织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金融知识进社区”的宣传活动。

活动当天，光大银行临汾鼓楼支行
反诈宣传小分队携手水塔街办事处党
工委工作人员，走进水塔社区，对社区
商户以及小区居民进行反诈宣传，收获
颇丰。更有居民积极主动领取宣传资
料，并表示一定会向身边的亲朋好友做
宣传。活动双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社
区商户和居民深入了解电信诈骗、网络
赌博和账户买卖的危害，以点带面，扩
大影响，进而提高全社会的风险防范意
识。

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与银行员工
共同向社区居民详细讲解了银行账户、
银行卡的安全使用方法以及各类金融
账户使用的基础知识；通过实际案例向
居民讲述了常见的网络电信诈骗套路，

告诫居民不要随意领取微信红包，不要
相信刷单返利等网络活动；提醒居民如
遇电信诈骗，要及时报警，不要轻易将个
人资料、银行账户密码等信息告知他人，
更不要随意转账，守护好自己的“钱袋
子”。

此次活动将反电诈宣传送到广大社
区居民家门口，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通
过水塔街办事处党工委的组织，光大银行
临汾鼓楼支行在社区开展反电诈相关活
动，不仅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防范意识，有
效遏制当前电信诈骗犯罪高发、多发的势
头，也体现了该行履行行业主体责任、坚
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决心和信心，
使防诈骗意识真正“入耳入脑入心”。

光大银行临汾鼓楼支行

开展金融知识进社区宣传活动

老骥伏枥 志在阡陌
——记襄汾县南贾镇南刘村村民郭高升

本报记者 卫 博

身边榜样

风吹嫩叶，玉米拔节。一场温润的雨
后，郭高升又来到屋后的玉米试验田。正
值夏玉米高产的关键生长期，他的全部
心思都在这绿油油的玉米苗上。

从弱冠之年，到年逾古稀，他坚持40
多年侍弄庄稼地，痴心杂粮种植，培育了
8种小麦新品种，研发两种“玉米叶龄管
理栽培”和“玉米红蜘蛛防治”方法，推广
示范种植玉米 8万余亩，累计增产 630万
公斤。他就是襄汾县南贾镇南刘村高升
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县委联系
专家、市高层次人才、农民技师郭高升。

扎根农田四十载

“上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让
很多人食不果腹，我那时还在上学，食堂
里的饭菜根本吃不饱，上课时肚子饿得
咕咕叫”。这三年让郭高升体会到粮食的
重要性，他真切地认识到，家里缺啥都
行，就是不能缺粮食。

1966年，郭高升高中毕业后回家务
农，劳动之余，他开始尝试“鼓捣”粮食高

产种植技术。此后的20多年间，他把大部
分时间都交给了“玉米”，从分蘖、拔节、
出叶，到需水量、合理密植株数、土壤肥
力，再到亩株数、穗粒数……他的日记整
整记了几十本。有时蹲在田间盯着玉米
苗一看就是几个钟头，村里人都知道，要
找郭高升到地里一找一个准。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0 年前后，靠
着一个个从试验田码起来的翔实数据，
郭高升逐步总结出“玉米高产叶龄管理
模式”，亩产达到 1160公斤，比之前翻了
一番。他潜心钻研的“玉米叶龄管理栽
培”“玉米红蜘蛛防治”方法先后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技术，受到市县相关部门的
高度重视，他被授予“科技状元奖”荣誉
称号。

花开两朵，比翼齐飞。在玉米高产
技术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郭高升又把
目标瞄准了杂交小麦领域，从 2009年无
意发现的几株变异超大穗小麦，到 2012
年提纯、复壮、杂交，历经 3年苦心钻研，
他先后培育出 8个小麦新品种，其中两
个品种穗长达到 13厘米，穗粒达到 100
粒，在襄汾县永固乡一带小麦亩产最高
达 1600 多斤，培育出名副其实的“超级
小麦”。

技改成就丰产园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富。2007
年，郭高升注册成立南贾高升玉米种植
专业合作社，主要从事玉米新品种引进、
试验、种植、新技术培训、高产技术示范
推广、玉米销售。他组织村民建立了南刘
村千亩高产玉米示范区，为社员提供“五
统一”服务管理，即统一引进新品种、统
一播种、统一肥水管理、统一指导、统一
组织购进农业生产资料，当年示范区
1000亩玉米亩产平均达 1050公斤，亩均
增产200公斤以上，带动襄汾县南贾镇及
周边乡村3213户农民种植玉米1.2万亩，
辐射区人均增收400余元。

同时，他聘请省、市、县农业专家，对
社员开展合作社经营方略和玉米种植、配
方施肥、病虫害防治、硬茬免耕播种等知
识培训，年培训人数达8500余人次，增效
630余万元，辐射带动周边县市种植面积
超20万亩，带动了当地农民增收创收。

玉米叶龄管理高产栽培技术在全市
推广，带动了农民增收，也促进了我市农
业产业的发展，来自赞比亚、摩洛哥、朝
鲜等国家的农业专家也纷纷来此参观学
习。郭高升觉得使命更加光荣：“无论刮

风下雨，还是山高路远，谁家玉米出了问
题，只要打个电话，我就会去，这是我对
他们的承诺。”

砺心奉献走在前

2018年，71岁的郭高升被破格吸收
为中共党员，从此，老郭的劲头更大了，服
务农民的心劲更足了。2020年新冠肺炎疫
情肆虐，他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冒着严寒
坚守在村口监测执勤第一线，与全村党员
一起，为群众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铜墙铁
壁”。他不喊累、不叫苦，积极参与人员摸
排，认真宣传防控知识，帮助村民测量体
温。面对村里防控物资紧缺状况，他多方
联系，自掏腰包购买了防护口罩、消毒脸
盆等紧缺物资；他把自己种植、加工的900
多公斤无公害面粉无偿捐献给县里，他
说，“咱是共产党员，就要有思想觉悟，什
么事都得干在前头、走在前头”。

扎根土地，为农民做事，为农业钻
研，他收获了一串串荣誉：中国科协“百
名优秀农村基层科技工作者”、山西省

“五一劳动奖章”“山西省劳动模范”“三
晋英才”、临汾市“市长创新奖二等奖”

“首届平阳工匠”“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等
荣誉称号。

法显生于公元334年，于公元420年去
世。你知道他在世的 86年间，世界是个什
么样子吗？

咱们从自己家门口说起。
西安，历史上有十多个王朝在此建都。

在法显时代，这里还叫长安，是前秦的都
城。这是一个几乎统治了整个中国北方的
政权，这里经济、文化繁荣，在国君苻坚的
支持下，佛法在这里得以弘扬。法显慕名而
来，追随高僧道安，在长安城研习佛法数十
年，并成为享有盛名的得道高僧，陕西省户
县的草堂寺据说就是法显当年讲经的地
方。

草堂寺是中国“佛教八宗”之一——
“三论宗”的祖庭，是中国第一座国立佛经
译场，也是佛教三大译场中时间最长、规模
最大的译场，是佛教中国化的起点。

1981年，西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
定为世界历史名城，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
国内外游客来到古都西安，探访古代中国
的奥秘。其实早在法显时代，就有西罗马、
东长安的说法。对于西方人来说，长安就像
一个神秘的梦境，充满了东方的神韵。而事
实也并未让西方人失望，在之后的一千多
年里，这座城市主宰了古代中国无数个日
夜春秋，华丽地转换着自己的角色。然而不
论时光如何流转，这座城市的魅力从未消
减。

1600多年前，法显波澜壮阔的人生之
旅也从此地开拔。

法显的标签几乎无一例外的标注为东
晋高僧。那么东晋在我国长达5000年的历
史长河中位置在哪儿呢？其实这个历史时
期更为人所熟知的组合称谓是魏晋南北朝
或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
迭最频繁的时期。频繁的政权更迭伴随着
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北方经济、文化遭到
严重破坏，不论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还是佛家文化，都开始了自省与革
新。而法显深感当时的佛经戒律混乱不堪，决心亲自到佛教的发源地——
印度去看一看。

带着这种使命，法显于公元399年踏上了西行的漫漫长路。我们也随
着法显的脚步将目光投向海外，放眼世界。看看这个时期的世界是个什么
样子？

那时，世界有四大帝国，汉帝国、罗马帝国、安息帝国、贵霜帝国。
法显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汉帝国灭亡后所带来的战乱时代。我们再将

目光投向西方，此时的罗马帝国也是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公元395年，庞
大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和西罗马。如此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庞然大物
解体，势必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我们将目光往东边移，四大古典帝国之一的安息帝国，也称波斯第二
帝国，也就是如今的伊朗一带。这个帝国早年因丝绸之路而发家致富，盛
极一时。但后来由于常年对外征战，尤其是抵抗罗马的入侵，早在法显时
代到来之前就国力衰退、改朝换代，被波斯人的萨珊王朝取代，史称波斯
第三帝国。这个历史时期便是法显西行的时期，是伊朗波斯文明最灿烂的
时期，其文化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帝国的边界，影响力遍及西欧、非洲以及
印度等。

最后我们看看古典世界四大帝国中的最后一个贵霜帝国。这是一个
由大月氏人建立的帝国，疆域从今日的塔吉克斯坦绵延至里海、阿富汗及
印度河流域。但是同样是在法显时代到来之前就已经国力衰微、分裂成若
干小公国，直到笈多王朝重新统一了北印度。

以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称誉全球的中华儿女，从来就没有停下探索世
界的脚步，沿河西走廊，出阳关和玉门关，当年的西域36国就是如今新疆
的颗颗璀璨明珠。法显经过5年的跋涉，终于在古印度地区的摩竭提国找
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巴连弗邑，也就是华氏城，这里曾是阿育王的都城。他被认为是印度
史上最伟大的皇帝，统治了所有印度次大陆。阿育王皈依佛教，并将佛教
传播到整个印度及中亚地区，进而传进中国。他的都城人民富盛，直到几
百年后法显到来，佛法依然在这里盛行。法显在这里学习梵语，收集了 6
部佛教经典，从中找到了自己追寻的戒律。

这被认为是犍陀罗地区佛教文化的开端。古犍陀罗国的佛教造像艺
术堪称世界典范。这些融合了希腊、波斯、印度三种元素而自成一体的艺
术形式，称为犍陀罗艺术。典型塑像如现今阿富汗巴米扬峡谷的巴米扬大
佛。犍陀罗艺术对中国隋唐美术影响很大，成就了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
门石窟、敦煌石窟等一批中西合璧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

天竺是佛教的发源地，也是印度佛教文化最丰富的地区。在这里，法
显一边潜心钻研佛法，一边考察这里的风土人情，年逾古稀的法显学习了
梵语，还亲手抄录了大量经书，他像久旱的禾苗畅饮着佛祖洒下的甘露。
法显同行的伙伴被佛教圣地深深吸引，决定留在天竺，但法显始终不忘初
心，他的终极目标，就是把经书带回中国。

公元408年，法显来到了位于恒河三角洲东端的多摩梨底国。多摩梨
底国有二十四所寺院，这里僧人众多、佛法盛行。丰富的佛经典籍和佛像
绘画令法显赞叹不已，这一切让法显暂停了东归的脚步。

他在多摩梨底居住了整整两年，每日抄写经书，研习佛教绘画。佛教
绘画可以用来庄严寺院殿堂，可以形象的传播佛教的教义，也可以供佛教
徒礼拜供奉。在法显心中，这些庄严的佛菩萨圣象，是中土僧众观瞻佛影
的最佳方式。佛像会让所有信徒的心更加平和、更加虔诚。而绘制佛像同
样是一种修行，将信仰融入画中，领悟佛法的真谛。

为了将经书更好更快的护送回国，法显返程选择了海路的商船。当
时，多摩梨底国也就是今天的印尼爪哇是出海的口岸，法显在这里写经画
像，等待回国的最佳时机。

公元409年底，习得绘像之法的法显搭乘商船离开了多摩梨底国，踏
上归国的海路。

公元 410年，法显乘船来到狮子国，也就是今日的斯里兰卡。这里僧
侣众多，连人们日常打招呼的方式都是双手合十。本已归心似箭的法显被
眼前的佛法盛世所吸引，在狮子国停留了两年之久，住在无畏山寺，在这
座寺院的藏经室里，法显找到了珍贵的戒律典籍。时至今日，斯里兰卡依
旧被称为是保存了世界上最纯净的佛教典范的国家。

斯里兰卡的佛法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极为昌盛，以佛法之道闻名
于世，法显在这里居住了两年，得到了不少汉地没有的经本。自此，法显长
达 12年的求法旅途进入了尾声，他将带着这些珍贵的佛法戒律回到祖
国。

如今，法显在斯里兰卡依然享有盛名，所保存的法显遗迹最为完整。
当地人为纪念法显，称他当年修行的地方为法显洞。1981年，中国政府出
资重新修建了这里的法显寺、法显村，并在村口石碑上用中英文刻有：法
显石——斯里兰卡——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村。

归国的海上旅途对法显来说更是九死一生，他搭乘的商船本计划抵
达广州的，但由于遇到了海上风暴，商船随时有沉没的危险。船上的人差
点把法显和他携带的经书扔到海里，所幸同船中有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保
护了法显，偏离了航线的商船在海上漂流数月，最后停靠青岛登陆。

历史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而又阴差阳错地存在。机缘巧合之下，今天
的我们，才有可能认识这样一位精神和毅力都非常人可比的古代大贤，也
才能留下一部西行探路者的随身宝典，被誉为亚洲之光的传世名篇《佛国
记》。那么，《佛国记》是怎样写成的呢？ 请看下期：《佛国记》诞生记

山西省“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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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8月 6日,新增 2个高风险地区，为：湖南省张
家界市永定区子午路以南、迎宾路以西、澧水河以北、大
桥路以东合围区域，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子午路以南、
大桥路以西、大庸路以东合围区域。

新增 23个中风险地区，为：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市海拉尔区奋斗镇神宝小区;云南省瑞丽市勐卯镇团结
村委会弄喊二和金坎片区，云南省瑞丽市弄喊一和东南
亚商住城片区，云南省瑞丽市勐龙沙社区南片区（东至
团结大沟、南至瑞宏路、西至瑞柠路、北至瑞章路）；江苏
省扬州市广陵区曲江街道新星社区运河水府小区，扬州
市广陵区曲江街道顾庄社区顾庄新村小区，扬州市广陵
区曲江街道曲江新苑社区骏和天城小区，扬州市广陵区
湾头镇联合村，扬州市广陵区东关街道皮市街社区滨河
苑小区，扬州市邗江区双桥街道卜桥社区扬州天下西华
苑小区，扬州市邗江区双桥街道卜桥社区弘扬花园小
区，扬州市邗江区双桥街道双桥社区宰庄小区，扬州市
邗江区双桥街道文苑社区新庄新村小区，扬州市邗江区
邗上街道兰庄社区兰苑小区，扬州市邗江区邗上街道五
里社区雍华府小区，扬州市邗江区邗上街道贾桥社区月
亮园小区皓月苑，扬州市邗江区四望亭路 217-5号怡莱
酒店(四望亭路店)，扬州市邗江区新盛街道新悦社区华
鼎星城小区，扬州市邗江区竹西街道竹西社区月明苑小
区一期，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金槐村金槐花园小区，扬
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扬子津街道新河湾社区静安阳光
花都小区，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梅岭街道邗
沟社区梅花山庄小区，扬州市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
梅岭街道广储社区梅庄。

调整2个中风险区为低风险区，为：云南省瑞丽市弄
岛镇雷允村委会雷允村民小组，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中
央门街道工人新村小区。

截至目前，全国高风险地区7个，中风险地区189个。
为深入贯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策略，严

防疫情输入扩散，请广大群众密切关注国内中高风险地
区疫情动态变化，提高防范意识，做好个人防护。具体事
宜通告如下：

1.主动报告。有 7月 24日之后（含 7月 24日）有内蒙
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云南省瑞丽市，江苏省扬州市旅行
居住史的有关人员,特别是与确诊病例行程轨迹有交集
的人员，要第一时间向所在社区、村和单位报备相关情
况，自觉接受健康管理，积极配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对
发现从以上地区来（返）临人员未落实健康管理措施的，
请及时反映情况，联系电话0357-2091131。

2.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如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云
南省瑞丽市、陇川县，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江苏省
南京市、宿迁市、扬州市、淮安市，北京市，上海市，辽宁省
沈阳市、大连市，四川省绵阳市、成都市、宜宾市、泸州市，
湖南省张家界市、长沙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益阳
市、株洲市、湘潭市，湖北省黄冈市、荆州市、武汉市、荆门
市，福建省厦门市，海南省海口市，河南省郑州市、商丘
市、驻马店市，山东省烟台市。必须前往的，请严格做好个
人防护、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防控措施。

3.强化自我防护。请广大群众坚持戴口罩、勤洗手、
常通风、1米线等良好卫生习惯，当好自身健康第一责
任人。

4.主动接种新冠疫苗。为巩固疫情防控成果，为了您
和家人的健康，请符合条件的市民积极行动起来，主动接
种新冠病毒疫苗，早接种、早预防、早放心，为构建群体免
疫屏障贡献“一臂之力”。

临汾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总调度室
2021年8月6日

关于加强中高风险地区来（返）临人员健康管理的通告

7月28日，尧都区
枕头乡枕头村第十届
文化旅游周开幕，十里
八乡的乡亲们热热闹
闹欢聚一堂，用歌声、
舞蹈、快板、武术、戏曲
等多种形式赞美枕头
村的巨大变化。

开幕式上，枕头
村村民自发组成的成
人和少儿威风锣鼓队
敲出了震天响的气势，
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
曲，将该村村民积极向
上的精神风貌展现得
淋漓尽致。“我们的生
活越来越好了，交通方
便、生活条件也越来越
便利，还有这么多娱乐
节目。”刚参加完表演
的枕头村村民侯小苗
高兴地说。

来奶奶家过暑假
的学生徐学超也是此
次演出人员之一，“我
奶奶家就在枕头村，

这里特别漂亮，这次我要用快板表演，好好
夸一夸我的家乡。”

近年来，枕头村先后建成枕头抗战陈
列馆、云岭文化公园、云岭寺、云岭生态区
以及燕沟河水库风景区等独具文化特色
的文旅景观，其中枕头抗战陈列馆还被评
为省、市两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此
外，该村还组建了锣鼓队、秧歌队、舞蹈
队、老年健身操队、小型演唱队等文艺队
伍，经常开展群众文化生活。枕头村也先
后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国家首
批森林乡村”“山西省美丽宜居示范村”

“山西省民主法治示范村”“山西省3A级乡
村旅游示范村”等。

据了解，枕头村文化旅游周已连续开
展了 10年，他们希望通过文化旅游周，提
升枕头村的知名度，让更多人了解枕头
村，感知这片土地的深厚文化底蕴。

如今，行走在枕头村，一排排整齐的农
家院落分布在蜿蜒绵长的村级公路两侧，
一个个规划有序的垃圾池让干净整洁的新
农村展现眼前，一片片人工林长势茁壮诉
说着枕头乡“由贫到富”的华丽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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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已经返回大宁县太古镇乐堂村
的乡村医生贺星龙，每当回忆起前几天跟
随大宁蓝天救援队在河南省新乡市的救援
经历，感触颇多。

7 月 24 日，贺星龙和 5 名大宁蓝天
救援队队员抵达新乡市，他们及时与设
在当地的蓝天救援指挥部取得联系，积
极配合新乡市防汛抗旱、应急、卫健等
部门工作，营救被困群众、转运危重病
人。

“虽然很累，每天晚上沾枕头就睡，但
是心里总有一股干劲。”贺星龙说抵达新
乡后，他最大的感受就是暴雨虽然凶猛，
但敌不过全国上下的众志成城，“我们身
边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队伍，大家
不怕累、不怕难，争先恐后地投入到各类
救援中，累了就眯瞪会，听见有任务，站
起来就走。”

除了转运受困群众、搬运救援物资外，
身为一名全科医生的贺星龙还被分派到集

中安置点，为当地群众看病诊治。每天结束
任务后，队员们一脱鞋就能感觉到脚面、小
腿上红疹带来的疼痛感。大宁蓝天救援队
队长张英林说，“我们的队员都是好样的，
大家都铆足了劲出任务，这点小疼、小痒不
算啥。”

“很多群众自发设点，免费给救援人员
送水送高能饮料，河南烩面、胡辣汤、饺子
免费吃。有一次，大家累了就躺在一个小卖
部门口睡着了。店主来了我们给腾开位置，
没想到店主二话不说，进去拿了水、食物硬
是给我们怀里塞。”张英林感觉周围满是

“感动”。
返回临汾的张英林表示，救灾救难挽

救生命是蓝天人的担当和责任。要继续弘
扬蓝天精神，把爱洒向人间。

市教育局

开通毕业生档案转递查询功能
本报讯（记者 郭 璞） 为深入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方便大中专毕业生档案查询，及时了解档
案转递情况，近日，市教育局将已接收到的
2021年度大中专毕业生档案在市教育局官

网及微信公众号向社会公布。此后，还将分
批公布新接收到的及往年接收的大中专毕
业生档案。

据悉，市教育局每年接收省内外高校毕
业生档案 3000余册，其中有一些毕业生户

籍地及居住地为临汾城区外的各县（市、
区），甚至长期在市外、省外工作生活。提供
网上查询服务，可极大方便他们查询调取档
案，真正做到让群众少跑腿，提高办事效率。

全市大中专毕业生可登录市教育局网
站（http://jyj.linfen.gov.cn/），进入首页在“专
题专栏”中点击“毕业生档案查询”栏目，进
入查询页面，打开附件查找本人档案是否已
接收；或者关注临汾市教育局微信公众号，
在公众号“档案查询”栏目中查询本人档案
是否已接收。

勇者无畏 驰援新乡
本报记者 刘 静

襄汾县大

邓乡龙王庙村

野生连翘面积

达 7000 余亩。

近年来，该村

依托独特的自

然资源，大力

发展连翘种植

加工产业，带

领村民共同致

富。图为村民

正在加工生产

连翘叶茶。

李现俊 摄

新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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