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洪艳是一名普通的一线教师，参
加工作18年以来，致力于普定县坪上
镇留守儿童、贫困儿童群体的关爱工
作，用有温度的行动一次次温暖着山
区的留守儿童、贫困儿童。今年3月，
她作为助人为乐的优秀代表，荣登“贵
州好人榜”上榜好人。

洪艳从小生长在农村，1997年考
取了原安顺地区师范学校，三年后她申
请分配到自己的家乡当一名小学老师。

每年洪艳都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
一部分给学生购买本子、笔等学习用
品，看到冬天有学生衣服单薄、鞋袜破
烂，她就给学生添置新的衣物。她给学
生课后辅导是常事，每当学生生病耽误
了课程，她会放弃自己休息的时间为跟
不上学习进度的学生补课，有时还利用
家访时间在家中为学生补课，她总是把

一切时间、精力、经济都用在帮助学生
身上，直到今天，她仍然做着这些“小
事”。“教育是一种良心工作，我要全力
以赴。”这是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她是
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2016年8月，她联合平坝众诚爱
心社团到坪上镇的边远贫困村进行助
学活动，为丰林小学捐赠电脑、图书等
2万元教学用品，为63名儿童每人赠
送2套校服、1个书包。还为当年考上
大学的周金妹、杨龙等6名家庭特别
贫困学生捐助了上大学的费用3万余
元。她积极多方奔走，在2016年的冬
季，为坪上小学、七村小学、坪寨小学、
化托小学的1023名学生每人募捐了
一双保暖鞋，解决了孩子过冬的问
题。2017年11月，她联系安顺快乐公
益协会到坪上镇对家庭贫困儿童、留

守儿童、孤残儿童进行救助。
洪艳说：“在关爱留守儿童、贫困

儿童这条路上，我会一直走下去，让他
们成为有用之才。今后我会投入更多
的精力关爱贫困儿童、留守儿童，使他
们能够快乐地成长。”18年来，洪艳脚
步不停，坚持着三尺讲台谱写爱心公
益，用行动温暖着贫困儿童、留守儿
童、孤残儿童。

洪艳:用爱心耕耘三尺讲台
□本报记者 刘现虹

本报讯 （田畅 记者 罗野）
11月8日，记者从安顺市民宗委获
悉，在第九届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比赛中，安顺市代表队
在射弩、高脚竞速和板鞋竞速项目
中摘得3金1银9铜。截止目前，在
此届运动会中，安顺市代表队已获
得3金2银11铜。

据安顺市民宗委副主任王华
介绍，在昨日的比赛中安顺射弩名
将王仁爱，以他一贯稳、准的风格，
技压群雄，获得男子标准弩跪姿一
等奖和男子标准弩立姿一等奖。
王仁爱、王仁俊、谢清秋、罗莎通力
合作，稳扎稳打，以924环的好成绩
名列第一，获标准弩混合团体一等
奖。同时，王仁俊还获得男子标准

弩立姿三等奖，谢清秋、罗莎双双
分别获得女子标准弩跪姿三等奖
和女子标准弩立姿三等奖。

而在高脚竞速和板鞋竞速比
赛中，安顺健儿也收获满满。其
中，罗有慧获高脚竞速女子200米
二等奖，赵淇琴获高脚竞速女子
100米三等奖，任永俊获高脚竞速
男子200米三等奖。潘月优、马文
艳、彭慧敏三人获女子组中的板鞋
竞速100米三等奖，黎礼琴、王才
秀、梁静霞三人获女子组中的板鞋
竞速100米三等奖；张春林、吴光
板、冯冉峰三人获男子组的板鞋竞
速100米三等奖。莫祥国、邓铭杰、
苗天伟三人获男子组的板鞋竞速
100米三等奖。

第九届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安顺昨勇夺3金 1银9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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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吴学思 文/图）
在全国消防宣传日到来之际，11月8
日上午，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在安顺机
械工业学校举行“119”宣传月启动仪
式，拉开了全市消防宣传月活动序幕。

启动仪式结束后，消防宣传活动
随即展开。参会人员集中观摩了安顺
机械工业学校住宿学生消防逃生演练
和该校校园安全宣传教育成果，活动
举办方现场开展了消防宣传，市消防

支队现场展示及讲解了消防器材产品
用途。

据悉，即日起我市将在全市多形
式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消防宣传系列活
动，并以经常性的消防宣传教育培训
活动，努力提高社会整体的消防安全
素质，形成人人积极参与，主动学习消
防安全知识，主动发现和消除身边的
消防安全隐患，努力提高逃生自救能
力的良好氛围。

消防宣传活动现场

“119”消防宣传月活动拉开序幕

本报讯（记者 高智） 关岭自治县
花江镇的中寨村是一个三级贫困村，该
村共有429户2247人，其中贫困户为
138户 595人。近年来，中寨村响应

“关岭牛”三年振兴实施计划，建设现代
化新型养牛场，同时发展中草药种植，
在脱贫路上硕果丰收显成效。

“村合作社与关岭牛投资有限公司
合作，贷款500万元建设现代化新型养
牛场。养牛场建设完毕后，引进500头
安格斯牛，又由村合作社贷款200万元
作为养牛场运转资金”中寨村村支书王
正刚告诉记者，“养牛场500余头牛，一
天就要吃掉18吨草料。为了解决饲草
问题，合作社又种植300亩的皇竹草，
以保障养牛场的日常饲料消耗。”

在王正刚的带领下，记者来到中寨
村养牛场。刚走进养牛场，就看见两个
现代化新型养牛大棚，一个饲草加工储
备仓库。据介绍，养牛场以关岭黄牛为
父本，安格斯牛为母本，保障80%以上
的产犊率，500头安格斯牛一年能产
400头以上的牛犊，一头牛犊，县牛投
公司都将以高于市场价10%的价格进
行收购。然后，该公司再从收购款里扣
除30%，作为还款金额。

牛产业稳步发展的同时，中寨村依

托高海拔，好气候，发展中草药及刺梨
种植。“我们村海拔1300米，气候、土壤
都特别适合中草药的生长，在村里的山
林里，野生中草药就特别多。针对这个
情况，村支两委赶赴云南进行项目考
察，回村后通过召开班子会、村民代表
大会，决定利用扶贫专项资金30万元，
引进50万棵白芨苗，发展30亩中草药
白芨示范田。同时，帮扶企业单位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
公司出资12万元，帮助村里发展110
亩中草药钩藤。”王正刚说，30亩白芨，
亩产可达2000斤，而每斤批发价都高
达60元，效益十分可观。而110亩钩
藤种植，中寨村借助“千名科技人员下
基层”的机会，通过帮扶人员贵州大学
生命科学院副院长张明生的帮助，在种
植技术上得到强有力的后援支持。张
明生又为中寨村引进昌昊金煌（贵州）
中药有限公司，并签订收购协议，收成
后以每公斤6元的价格进行收购。“钩
藤这种中草药收成后是剪枝销售，一经
种植就有20年的生命周期，后期成本
很低。经过我们的计算，每亩年产值能
达4000元。”王正刚高兴的说道。同
时，中寨村得到贵州大学生命科学院的
技术帮扶支持，利用10万元的扶贫资

金，建设了5个育苗大棚。打造以山豆
根、白芨、重楼等十余种，名贵中草药为
主的保种示范基地。

“牛产业有县牛投公司，中草药有
帮扶单位与帮扶科技人员，发展刺梨产
业也是县产业园区多方协调的结果。”
王正刚说。据他介绍，通过县产业园区
的协调，云上刺梨花公司供苗200亩，
县产业园区供苗300亩，加上合作社利
用40万元的专项扶贫资金（流转土地
及人工费用），种植了500亩刺梨。同
时，与云上刺梨花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待产果后该公司将以每斤3元的价格
进行收购，通过合作社的初步计算，届
时每亩年产值能达3600元。

多产业齐发展，为当地群众带来大
量的务工岗位。据了解，在中寨村养牛
场里，长期聘用工人10名，其中9名为贫
困户，每人每月固定工资2100元。草料
加工技术人员5名，按照每吨40元的加
工费用，发放计件工资。在皇竹草基地
里，每天收、割、运的务工人员就有90人

左右，每人每天80元。在中草药、刺梨
种植基地，每天20余人务工，每人每天
70元。村里的贫困户曾仕强在养牛场上
班近3个月，不仅包吃包住，每月还有
2100元的固定收入，用他的话来说，不
操心，有钱赚，还稳定。村里74岁的刘
家刚，每天都到中草药基地里割杂草，他
笑着告诉记者：“家里的6亩地都流转给
合作社种草了，平时没事干就闲得心
慌。听说合作社招人务工，我就来试试，
没想到这一把年纪还能到合作社上班。
村干部考虑我年纪大了，就安排我做一
些相对轻巧的工作，每天70元，一个月
就是2000多，比种包谷强多了。”

“从2017年5月开始发展产业至
今，村合作社已经发放务工工资100余
万元。而村里的中药材、刺梨产业都是
按照‘127’的模式进行分红（即贫困户
占 70%、合作社占 20%、村集体占
10%），贫困户能获得‘土地流转费用+
务工+分红’三项收入，脱贫致富不再
是奢望。”王正刚说道。

本报讯（沈宽利） 近日，关岭自
治县纪委监委接到群众举报岗乌镇某
领导干部存在利用职权为亲属实施项
目提供便利等问题，县纪委监委迅速
成立核查组开展初步核实，结果反映
的6个问题均不属实。为帮助这名被
信访举报干部放下思想“包袱”，消除
顾虑，激励敢于担当作为，敢于干事

创业的“底气”，县纪委县监委到岗乌
镇召开失实举报了解澄清反馈会，现
场公开反馈调查结果，还被误告干部
一个“清白”。

通过澄清失实举报，还清白者
“清白”，既能保护干部合法权益，又
能为干部消除顾虑，重拾信心，提升
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下一步，关岭纪委监委在加大监督执
纪问责、监督调查处置力度的同时，
将继续强化“为担当者担当”的鲜明
导向，着力探索澄清失实举报的方法
举措，达到提振干部精气神、为秉公
用权的干部撑腰鼓劲的目的，切实为
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的人
力保障。

关岭纪委监委：

澄清失实举报 为清白担当者“撑腰”

本报讯（陈海） 紫云自治县各级
各部门充分认识“双提升”测评工作的
重要性和严峻性，切实把群众安全感
满意度作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
之重的工作，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全县上下、
特别是政法机关，切实增强忧患意识
和责任感、紧迫感，扎实做好各项工
作，确保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双提升”
年终测评工作达到预期目标，实现“增
比进位”。

加强学习教育，强化思想认识。
目前全县安全感满意度“双提升”工
作已进入到最后的攻坚冲刺阶段，全
县各级各部门组织召开干部职工大
会，进一步加强学习教育，基本形成
全县各级各部门参加，齐抓共管的格
局。下一步，紫云自治县将加强学习
和借鉴其他县区、乡镇（街道）、单位
好的工作做法、工作亮点、工作经验，
做好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双提升”工
作，力争年度测评结果达到预期
目标。

加强宣传力度，力争群众支持。
全县上下结合少数民族节日（习俗），
利用“两微一端”、宣传栏、宣传横幅
及标语进行宣传，在县、乡镇（街道）、
村居（社区）以及各单位（部门）等多
个层面进行宣传，最大范围的发动宣
传攻势，力争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

持和参与。
加强防范管控，确保社会稳定。

全县各级各部门树立总体国家安全
观，进一步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
度，加大街面巡逻管控力度，开展网格
式巡逻，增设治安卡点，开展武装查
缉，进一步增加街面见警率，有效防控
社会治安问题，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确
保社会大局稳定，提高人民群众生活
安全感。

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工作能力。
县直政法各部门进一步扎实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继续开展创先争优、正风肃纪、三强三
铁等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学习贯彻落
实中共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政法
队伍建设的意见》精神，切实强化全县
政法干部队伍建设。各级各部门立足
于“让群众少跑腿”的原则，不断提高
业务水平，工作服务能力；将“放管服
改革”不断推进落实，打通为群众办实
事的“最后一公里”。

加强责任落实，做好职责工作。
各乡镇（街道）党委（工委）、各单位（部
门）全力落实“一岗双责”，把工作职责
落实到位，做到“在其位谋其政，任其
职尽其责”，将“双提升”工作任务抓
好、抓实，确保今年的群众安全感满意
度测评取得好成绩。

紫云：
“五个加强”

确保安全感满意度“双提升”

截止10月31日，“安顺文明行
为若干条”共征集到作品 300 余
条。现将符合征集要求的部分作品
选登如下：

四十二、乘坐电梯，主动礼让，
先下后上

作者：周娜娜（安顺监狱）
内涵说明: 随着一座座高楼大

厦拔地而起，与之配套的电梯已成
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工具。等待电
梯时的秩序、乘坐电梯时的举止，既
能反映出人们的道德素养，也能折
射出城市的文明程度。乘坐电梯，
看似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实非常
重要。因为如果电梯到了，里面的
人还没出来，外面的人就一拥而上，
场面会非常混乱。因此，提出“乘坐
电梯，主动礼让，先下后上”的文明
劝导，就是倡导文明搭乘电梯，出入
电梯间先下后上、主动礼让。小节
之处显大德，细微之处显文明。文
明乘梯，不仅事关安全，还折射出市
民的素质，更是城市文明的体现。

四十三、咳嗽、打喷嚏时请用纸

巾遮挡
作者：李炬祥（平坝区高峰镇卫

生院）
内涵说明：乘坐公交，在拥挤的

车厢里，或到菜市场买菜，在摩肩接
踵的集市里，有些人突然间咳嗽或
者打喷嚏，还不及时遮挡，弄得旁边
人如遇喷淋，避之不及。这种不文
明的行为，不但影响他人身体健康，
也危害了公共卫生。咳嗽、打喷嚏
看起来事不大，但其实是一面检验
个人言行、文明素养程度的镜子。
因此，提出“咳嗽、打喷嚏时请用纸
巾遮挡”的文明劝导，就是倡导大家
在公共场合，如有咳嗽、打喷嚏的情
况，请用纸巾遮挡。小细节彰显大
文明。

欢迎我市广大市民朋友踊跃
投稿：

投稿邮箱：
aswmxw@163.com
联系电话：33285571

“安顺文明行为若干条”
征集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安顺文明行为若干条”
征集选登（二十二）

关岭中寨村：

养“洋”牛种中药走上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 胡典）
11月7日，记者从市农委获
悉，安顺市茶叶开发中心制
茶师王晓峰在贵州省第二
届“贵州工匠”评选中荣获

“贵州工匠”荣誉称号。
王晓峰现就职于安顺

市茶叶开发中心，2016年9
月，依托于安顺市总工会、
安顺市茶叶开发中心的大
力支持，王晓峰手工制茶劳
模工作室正式成立，旨在传
承手工制茶技艺，让更多的
制茶工人更好的掌握制茶
技能，让喜欢茶的人亲自体
验手工制茶的乐趣，积极开
展茶文化进机关、茶文化进
校园、茶文化进企业等活
动，不断开展茶叶加工技能
培训。

据了解，贵州省第二届
“贵州工匠”经过历时4个
多月自下而上层层推荐和
评选，最终于11月 5日贵
州省总工会发布消息12名
来自贵州各行各业具有代
表性的一线职工荣获“贵州
工匠”荣誉称号。第二届

“贵州工匠”均为一线工人
和专业技术人员，直接从事
生产、技术、研发等工作，具

有工艺专长、掌握高超技能。
贵州省总工会号召全省广大职

工以“贵州工匠”为榜样，鼓励广大职
工掌握绝技绝活，成为行家里手、能
工巧匠，弘扬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
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
献的劳模精神和工人阶级优秀品格，
推动更多“贵州工匠”式的技能人才
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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