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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县道后在曲折狭窄的盘山路
上行驶半个小时，便到了距离镇宁县城
30公里的小山村——募役乡平桥村。

平桥村属一类贫困村，山多地少、
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落后、经济发展
层次低，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131户
534人。

拔掉“穷根子”，必须开对“药方
子”，怎么样才能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
富？怎么样因地制宜地探索精准扶贫
新路径？这些成了摆在驻村干部华小
天面前的第一要务。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华小天在网
上发现了养蜂产业，这是一项“空中产
业”，是不争田、不占地、投资少、见效
快、无污染的集约型低碳产业。但养蜂
产业的发展，蜜源是决定因素。华小天
与村支两委一起通过了解调研，并带领

专家到平桥村考察，发现当地山高林
密、花茂草盛，孕育了丰富的蜜源资源，
而且生长了大量的稀有中药材五倍子，
这是最优质的野生蜜源植物之一。

说干就干，平桥村立马成立了镇宁
自治县平桥致富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并在县畜牧局投入的扶贫资金10
万元基础上，开始发展养蜂产业。可
是，发展养蜂产业选址是关键，只有在
半径两公里的范围内蜜粉资源充足的
地方才是养蜂的好地方。平桥村村干
部杨天堂知道后主动为合作社免费提
供自家的四块田地养蜂，平桥村村支书
陈天明为养蜂场提供了大量的木材，参
加合作社养蜂的贫困户还自发组织到
养蜂场除草、搭架子，做好一切养蜂前
准备工作。

“决定养蜂后，我们村支两委组织

了贫困养殖户代表到普定和关岭的养
蜂场进行考察学习，也通过电话向平坝
的养蜂人请教问题。8月底合作社从普
定养蜂场引进了第一批蜜蜂，一共132
箱，明年可以发展到500多箱。”陈天明
给记者介绍道。

扶贫不扶懒，一味“输血”不如“造
血”。在村干部积极鼓励下，村里有1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加入养蜂，每户只需
投入135元，就可以认领约13箱蜂箱
进行自主管理，村里还聘请了一位技术
人员长期进行教导。贫困户零风险投
入少，一家认购13箱，年纯收入可达2
万元以上。“养蜂场由我们认购的10户
贫困户换班管理，销售是靠我们的合作
社，统一包装与销售，而获得的收入是
按照80%归贫困户获得、10%归合作社
作宣传成本，10%付给教授并管理的专

业技术人员。”华小天向记者介绍。
“养蜂不难，每天来巡查一下，防止

马蜂来袭，最后获得收入还高，希望我们
的养蜂场越做越大。”平桥村贫困户杨天
文边巡视蜂箱边告诉记者，他腿脚不便，
只能在家门口做点农活打点零工，生活
十分艰辛，自从开始发展养蜂产业后，杨
天文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养蜂业现已成为满足广大消费者
健康食品多元化需求、农业增产、农民
增收的重要特种产业，在不断扩大规模
基础上，我们还会抓好蜂蜜深加工和其
它农产品的深加工，运用绿色、共享和

‘互联网+’的理念，形成平桥村蜂农培
训、品质提升、产品销售的长效机制，为
当地农民增产增收铺设脱贫致富之
路。”采访最后，华小天对带领贫困群众
脱贫致富充满信心。

她喜欢看孩子们那一双双充满好
奇、会发光的眼睛；

她喜欢听到课堂上发出“哇”的惊
喜声；

她喜欢看见孩子们制作出的充满
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作品；

19年的教育生涯让这位“IT”女成
为学生心目中的“技术女神”和“知心
姐姐”。

19年来，她和她的孩子们享受着信
息技术带来的快乐。

她就是在第33个教师节之际被授
予“黔中最美教师”称号的安顺市实验
学校张庆老师。

张庆刚参加工作时，学校缺信息技
术教师，每周 20多节课是家常便饭。
由于受客观条件制约，许多孩子感悟

新事物的能力有限，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发展受到限制。她将这些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张
庆在原有教材基础上，大胆融入新兴
流行软件对学生开展教学，制定了“分
层教学、重点辅导、学与致用”的教学
方法，将孩子们带入了计算机编程、艺
术设计、机器人、“创客”、3D创意的世
界。同时，积极与班主任、家长沟通，
一有机会就带领孩子们走出安顺，走
出贵州参加比赛，让他们在比赛中锻
炼自己。多年来，她带领学生团多次
参加全国、省、市级的信息技术学科、
科技类竞赛活动。目前她所教过的学
生已有100多人次在全国、省、市取得
过一、二、三等及优秀奖，她自己也多
次获得省级优秀指导老师称号。她是

信息技术教研组组长，多次参加、主持
全国、省、市级课题研究，她的优质课
曾获国家级二等奖、省级一等奖，制作
的课件和撰写的论文多次获奖，10余
篇论文发表各类杂志。

有人曾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学科
是副科，又不参加中高考，没必要这么
投入。”在她看来，每一门学科总有它存
在的道理，现在已经是互联网时代，只
有掌握好信息技术才能让生活更轻松、
快捷。她始终把培养学生良好的信息
素养、道德素养及学习素养，作为教学
的重中之重。在专业上，她不断钻研业
务知识，潜心研究教学方法，以提高自
身的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能力，为学生
寻找学习的乐趣，使师生学于融，思于
融，乐于融。她还拓展教学的外延：

QQ、邮箱、微信等成为她和学生们思想
交流、学科讨论的载体和通道。以心育
心，以爱育爱，她把爱心和希望给了学
生。学生在博客中这样写到：“老师说

‘信息技术是一双翅膀，能让我们飞得更
高’，其实我并不想飞得多高，但真有一
双信息的翅膀也挺好，不仅让我多了一
个爱好，还可以在我没有好分数考上好
学校的时候，多一个选择，多一条出路。”

张庆说：“选择了教师职业，我无怨
无悔。无论前面是荆棘丛生，还是泥泞
坎坷，都会义无反顾走下去。”她的付出
得到了同事们认可，得到了家长肯定，
得到了学生的支持，她获得了“市级骨
干教师”、“安顺市第二批中青年科技人
才”等荣誉称号，今年还获得了“黔中最
美教师”称号。

普定开展
月饼市场专项检查
本报讯（王道霞） 中秋将至,为维护节日市场秩序,

保障月饼市场消费安全,确保广大群众吃上“放心月
饼”。近日，普定县市场监管局开展辖区月饼市场专项
检查。

此次检查，主要以超市、食品店以及辖区内自制糕
点的餐饮单位、蛋糕店为重点对象。对上架在售、仓库
待售的月饼、西点房原辅料进行了仔细检查，重点查看经
营者进货、糕点业主采购原料有无查验和索证索票、食品
包装及生产标签是否合法、有无销售过期霉变食品、西点
加工场所整体环境卫生、食品添加剂安全使用等情况。
此次检查共出动执法人员8人次，执法车辆2台次，检查
月饼生产企业2家，生产加工小作坊1家，超市4家，食品
经营户15家。检查中，检查出2户食品经营户台账建立
不完善，执法人员当场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紫云检察院
司法救助暖民心

本报讯（吴梦雪）近日，紫云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到板
当镇丙贡村大岩脚组刑事被害人家中，向其发放救助金
1.5万元，帮助被害人家庭渡过难关。

被救助人的父亲在一故意伤害案中被杀害，母亲下落
不明，年仅六岁的被救助人与年逾古稀的奶奶相依为命。
紫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了解到被害人家庭贫
困，无经济来源，为帮助祖孙二人渡过难关，主动帮助祖孙
二人申请国家司法救助。为保证救助金真正用于被救助
人的生活、学习，该检察院与当地派出所及丙贡村委会对
接，协商救助方案。目前该院为祖孙二人送去了1.5万元
救助金及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

走进关岭自治县坡贡镇兴姜村的
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门边“工农联手
撸起袖子战贫困、党群齐心迈开大步奔
小康”两行醒目的大字显示出兴姜村合
作社决战脱贫攻坚的决心和信心。

兴姜村现有总户数599户，2854
人，其中精准扶贫建档立卡 293 户，
1142 人。2014 年至 2016 年共脱贫
140户，621人。未脱贫户153户，521
人。为了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村委班
子经过多次考察，结合村情实际，决定
发展养殖产业，选择生猪养殖项目，在
帮扶单位市总工会的高度重视下，于4
月25日成立了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总计投资100万元，市总工

会投资50万元，100户贫困户不花一分
钱就成为合作社的股民。“贫困户手里本
就没有多少闲钱，我们成立合作社的目
的是为了带领他们脱贫致富，而不是给
他们增加生活负担，市总工会出资帮助
贫困户入股到合作社，增加贫困户的收
入来源，村里贫困户在高兴的同时也密
切的关心着合作社的运营发展。”兴姜村
驻村“第一书记”韩开林向记者介绍道。

9月5日，对兴姜村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这一天，经过4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
首批芦花猪全部运抵兴姜村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迎来了“新成员”，
标志着兴姜村“村社合一”特色养殖跨

出重要一步。
现在，兴姜村合作社共有 179头

猪，其中151头普通猪，28头芦花猪。
这批生猪早有商家前来查看，已达成初
步合作意向，兴姜村生猪的销售一点也
不用担心，贫困户就坐等收益分红。

“主动担当、主动作为，才能不辜负
村民的期望。我们刚进的这批芦花猪
肉质好、口感好，价格高于一般的生猪，
市场价可卖到40多
元每斤，发展特色养
殖，可以获得更高的
收入，更好地带动贫
困户脱贫。”兴姜村村
支书李明说。

为了扩大扶贫的效果，下一步，合
作社一方面扩大规模，进一步完善基础
设施。另一方面，等到合作社的母猪产
出猪崽，就把猪崽拿到贫困户家养，等
到猪崽长大，由合作社以市场保底价统
一收购，再统一销售，贫困户只用养猪，
不需考虑销售的问题。

兴姜村选择了突破，选择了创新，
剩下的就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本报讯（本报记者）根据我
市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相关要求，
我市强力推进安全生产大检查工
作深入开展，近期，市安委办将公
开曝光安全生产大检查中发现的
非法违法典型案例，现将存在事
故隐患的单位曝光如下：

8月10日，平坝区建设工程
质量安全监督站对夏云镇贵安第
一城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督促检
查，检查中，发现该项目四期
24#、29#楼存在质量安全问题，
（1）施工单位关键岗位人员未在
现场履职；（2）安全管理机构不
健全，人员配备不齐全；（3）洞口
临边防护不到位，临时用电未按
TN-S制设置；（4）无门卫制度，
冲洗设备不完善；（5）安全文明
施工未按J6J59-2011设置。

目前，该项目已经按照检查
通知单逐条落实整改，现已整改
完所有问题，并申请有关单位审
核复查。

本报讯（记者 周大义） 9月12日，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了解到，为营
造更加有序、安全、畅通、文明并符合

“创文”标准的道路交通环境，安顺交警
全警上路，全力以赴，强力整治交通乱
象，多举措开展“创文迎国检”行动。

据了解，各交警大队充分利用电
视、报刊等传统媒体和交警微信、微博
等网络新媒体开展宣传，营造全社会
理解支持和道路交通参与者遵法守法
的氛围。同时，各大队以“零容忍”的
态度开展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行动，自8

月26日至9月7日，全市共开展酒驾
毒驾、摩托车整治、校车安全隐患排
查、便衣跟车、工程车渣土车违法入城
以及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等专项整治
行动38次，出动警力6121人次，警车
1765 台次，查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44920起，有力净化了道路交通环境。

针对机动车人行横道未礼让行
人、违法鸣号、行人闯红灯、乱穿马路、
翻越护栏等交通违法行为，各大队加
大布警执勤密度，除每日安排好早中
晚高峰勤务，平峰时段均安排警力在

重要路口、路段定点查处、巡逻纠违，
最大限度提高交通管控范围，确保车
辆、行人各行其道。

此外，交警支队还组织专人强力
推进两城区和平坝区道路交通设施专
项治理，对1800余块交通标志牌、20
万平方米交通标线逐路排查，对交通
信号灯缺损、信号灯配时不合理、交通
标志损坏、交通标线模糊不清等情况
逐点整改维护，目前已调整信号灯配
时20余次，维修交通标志牌40余处，
维修故障信号灯20余次。

安顺交警整治交通秩序乱象

本报讯（记者 李隽）为严厉打击
“盗抢骗”等违法犯罪活动，近日，开发
区公安分局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开展严
打整治专项行动。

此次行动重点对西航辖区开展大
清查、大整治、大巡逻、大收戒、大设卡工
作，集中清理整治治安复杂场所，严打

“两抢一盗”及“黄赌毒”等各类违法犯罪

活动，加强对娱乐场所、歌舞厅、洗浴中
心、旅馆、网吧、出租房屋等场所检查，同
时集中开展武装设卡盘查缉控。在开发
区城区主要出入路口武装设卡，严格对
过往车辆、人员进行盘查和检查，对夜间
出入的摩托车、出租车、农用运输车、厢式
货车等车辆及人员、可疑物品加大盘查
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据介绍，此次行动中共出动警力
180余人，警车40余台次。检查公众
聚集场所80余家，宾馆22家，歌舞娱
乐场所19家，网吧28家，查封1家无证
经营的娱乐场所，责令限期整改宾馆1
家，清查出租屋70余家，核录盘查可疑
人员100余人，检查车辆200余台次，
抓获吸毒人员2人。

开发区开展严打整治专项行动

市教育系统
净化校园周边环境
本报讯（记者 刘现虹） 日前，记者从市教育局获

悉，该局共计投入资金1000余万元用于“三防”体系建
设，综合治理校园周边环境，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
好氛围。

据悉，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学校安全防护基础能力
得到进一步强化，建成警务室或治安岗亭856个，基本
实现了寄宿制学校、乡镇以上中小学幼儿园均有警务室
或治安岗亭，“八小件”基本配齐，属地派出所的责任落
实，校园周边治安秩序明显好转，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提
升。同时，投入资金600余万元用于技防体系建设，全
市已安装视频监控的学校有653所，更新安装技防设备
100套，新增探头800个，与公安机关天网工程联网学
校数达466所。招聘学校安保人员2486人，配备装备
设施6000余件。每学期定期开展学校安保人员培训，
安保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业务能力明显提升。

此外，到目前为止，市县两级教育、公安、综治、食药
监、工商、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合开展校园及周边环境整
治工作，共计开展交通安全、食品安全、校园周边秩序等
专项检查30余次，出动检查组60余个，检查学校400余
所，排查整改隐患300余处，重点查处了20余起接送学
生车辆违法行为，切实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

食品药品安全宣传
走进虹轴北社区

本报讯（记者 徐芹） 9月8日，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市科学技术协会等联合主办的食品药品安全科普
宣传走进虹轴北社区，普及食品药品法规和知识，增强消
费者识假辨假能力和消费维权意识。

宣传资料被制成扑克、扇子、手提袋、册子、卡片、书
籍等多种形式。内容涉及药械安全使用、谨慎使用抗生
素、食品药品安全手册、购买桶装水时应注意什么等多个
方面。现场共发放宣传资料6000余份，参与市民有300
余人。

镇宁平桥村：大山深处养蜂忙
□本报记者 胡典

关岭兴姜村：“村社合一”助力脱贫
□本报记者 石江寒

张庆：用爱与奉献为学生插上信息的翅膀
□本报记者 刘现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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