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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本报记者） 3 月 27
日，记者了解到大型奇幻互动式儿
童舞台剧《绿野仙踪》将在清明小长
假期间，在安顺大兴东旅游世界上
演两天。

2019年清明小长假期间，“爱在
大兴东，系列公益活动”将由贵州大
兴东旅游世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贵
州频道、中国演剧星少儿艺术团三家
共同主办。在4月5日将为安顺的家

长和小朋友们带来大型奇幻互动式
儿童舞台剧《绿野仙踪》的首演，持续
2天共进行四场演出。

据了解，观看此次演出的所有小
观众们，都将会享受门票免费的特别
待遇。另外，观看演出的家长们也会
享受到房间公益价格的特惠。可以
在大兴东和演剧星的微信公众号上，
进行抢票确认，每场演出可以容纳
1200名观众。

清明小长假

大型奇幻儿童舞台剧
《绿野仙踪》大兴东上演

本报讯（王勇 记者 吴学思） 3
月 23日，西秀区黄腊乡举办主题为

“浪漫樱花·醉美布依”樱花文化节活
动，省内10余个布依学会，自由团体、
个人共1500余人参加了活动。

黄腊乡樱花园位于该乡玲珑村，
园区占地面积5000余亩，当下，30000
余株樱花树正争相绽放，吸引了不少
游客前来观赏，或是在樱花树下对山
歌，或是拍照留念，还有的以樱花为背

景载歌载舞，用自己的方式喜迎樱花
节的到来和展示少数民族文化。

据悉，本次樱花文化节活动由安
顺大河十三寨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和布依学会筹备组共同主办，旨在展
示黄腊乡原生态樱花文化，以推动当
地生态旅游经济发展；同时突出黄腊
乡布依族传统文化特色，为后期的乡
村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及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打下基础。

黄腊乡举办樱花文化节

去年冬天，关岭自治县沙营镇纸厂
村的乌芋大丰收，记者闻讯而来。走河
床，爬山坡，越过灌木山草间，终于到达
此行目的地。来到乌芋地里，印入眼帘
的除了产量喜人的乌芋与勤劳朴实的
农民之外，还有一位村干部的身影格外
引人注目。当时，纤细的她正在地里四
处指导村民采收，“粘草籽”粘了满身满
头也全然不觉，仅有一只手的她，一身
狼狈却依旧笑容满面地说：“右手没了，
我还剩左手，我不仅要靠这只手撑起整
个家，还要带领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

山间无路，坡陡草深，“独臂”巾帼，
担当自强。她就是纸厂村的村委副主
任张兴燚。

张兴燚具有中专学历，是村里为数
不多的文化妇女，2013年以前，她都在
沿海一带做业务管理员，收入可观。
2013年，她与丈夫生下了可爱的儿子，
就在生活充满希望时，一场突如其来的
车祸夺去了她的右臂，张兴燚的精神几
近崩溃，同时狠心的丈夫将她和孩子一
同抛弃，接踵而来的打击让她的生活陷
入了黑暗。

在家人的帮助下，张兴燚带着孩子
回到家乡关岭沙营镇纸厂村。为了生
活，她强忍身体的疼痛，咬牙坚持训练
左手，用左手抱孩子、用左手干家务，用
左手写字，她从不喊苦不喊痛。2014
年村里干部动员张兴燚申请贫困户时，
她毅然拒绝了，并说：“我有左手，我有
文化，能养活自己和家人，比我困难的
人更多，把名额给更需要的人吧。”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2014年，坚强勤奋的张兴燚被推
选为纸厂村村委副主任，这让她的人生
又燃起了新的希望。

为了能够尽快步入工作岗位不拖
全村后腿，张兴燚将孩子交给母亲照
顾，全身心投入工作。

如果说“本地人”是她熟悉村情村
况、打入群众中的“尚方宝剑”,那“真心
为人、真诚待人、真情动人”便是她做好
群众工作的“窍门”。

2018年冬，纸厂村吊脚组的串户
路因一些农户不愿意出让土地便一直
拖着，张兴燚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让
吊脚村村民尽快走上干净路，张兴燚冒

着严寒反复到农户家中协调，持续一周
之后，涉及的5户人家全部在同意出让
土地协议上按下了红手印，吊脚组串户
路顺利得以实施硬化。

近年来，张兴燚协调处理的矛盾纠
纷、为群众开展思想工作不下200次，是
纸厂村名副其实的“调解员”、“和事佬”。

万东兰，是纸厂村贫困户，因妻子
患有尿毒症无钱医治便终日萎靡不振，
张兴燚第一时间赶去看望，还联系镇卫
生院的医生前去上门诊治，为万东兰家
争取救助金，并用亲身经历鼓励万东兰
重拾生活希望；贫困户张桂平的房屋，
每逢下雨天就要用塑料布来遮挡房屋
漏洞，张兴燚多次向镇上反映后，张桂
平家终于通过鉴定纳入老旧房整治范
围……面对困难群众，张兴燚总是竭尽
所能的给予帮助。扶贫产业发展工作
中，虽不能像其他干部那样干体力活，
但张兴燚也用自己的行动印证了自己
的扶贫情怀。

2017年，纸厂村决定发展扶贫产
业，但因缺少启动资金导致项目迟迟得
不到落地，干部群众心存疑虑，都不敢

往里面投钱。
张兴燚知道要让群众有收入，就必

须加快产业发展的步伐。为筹集入股
资金，她不顾母亲的反对，贷款5万元
第一个入股村合作社。“小张都入股了，
我们再犹豫就说不过去了！”村党支部
书记秦龙明说。随后，大家纷纷跟着入
了股。

扶贫项目实施以后，张兴燚便全
身心投入到合作社管理工作中，每天
早出晚归，风吹日晒，没有技术，就自
己买书学、上网学，还主动到镇上、到
县里寻找农业专家到村指导。她常开
玩笑说：“别看我只有一只手，又是个
女人，但是搞产业的决心绝不比他们
男同志差。”

如今，在村支两委的齐心协力下，
纸厂村种植刺梨达1000亩、芋头500
亩，村民2018年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
4200余元。

本报讯（罗秀华 记者 桂传念）
近日记者从平坝区众诚公益协会了解
到，2018年，该协会共计捐赠帮扶资
金30余万元，参加爱心志愿活动800
余人次，筹措开展公益活动十二次。

据了解，平坝区众诚公益协会的
前身是2007年成立的平坝爱心车友
俱乐部，2010年更名为众诚爱心社
团，2018年 7月31日正式注册成为

“平坝区众诚公益协会”，如今已发展
成为有注册会员139人的公益机构，
长期助力的爱心人士328人。该协
会弘扬志愿精神，秉承善行理念，发

挥公益平台的聚力作用，以传播正能
量为宗旨，广泛开展“助学、助孤、助
老、疾病救助”等公益活动，对孤寡老
人、孤儿、贫困大学生、困难家庭开展
帮扶慰问，跟踪回访等。截止到
2018年底，累计筹措公益扶贫资金
和物资600万余元，受益人口8.16万
人次。平坝区众诚公益协会“一对一
帮扶”等公益项目被安顺市文明办、
志愿者联合会授予了“最佳志愿服务
项目”，协会杨勇，马敏芹等多位同志
获得了安顺市“最美志愿者”等众多
美誉称号。

公益协会传播爱的正能量

本报讯（记 者 高智 文/图）
春阳暖，茶飘香！在关岭自治县岗
乌镇的上寨村茶场，300余亩的“明
前茶”嫩叶吐露。乘着日照天暖，当
地村民四散茶地，加紧茶叶采收的
进度。

“上寨茶场的茶是上个世纪50
年代栽种的。几十年来，一到‘明前
茶’的采摘季，老茶商们便闻讯而
来。”说到村里的茶，茶场负责人陈

顺龙赞不绝口。据他介绍，上寨的
茶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以保证生态
茶的特性，追求其质量而非数量。

“为了保证茶的品质，我们是用牛粪
施肥，柴火炒茶，这种生态茶亩产量
只有20斤茶青，但每一叶都是优质
好茶。”

67 岁的“采茶人”潘永生，每
天早上送孙子到镇上中学读书后，
便来到茶场采茶。“前些年，我一天

能采四五斤茶青，每斤 50元。现
在虽然年纪大了，手脚不灵便，但
一天也能采一两斤。”

一个产业带动一个村的收
入，这里的一片茶青都是致富路
上的“见证者”。采茶期间，平均
每 天 有 60 人 在 茶 山 上 采 茶 务
工。赶工时，百余人也是常有的
事。“一到周末，很多中小学生都
会跟着家长来到茶山上采茶，一
天也能赚几十元。据我预算，茶
场一年保底都要发放 50 万元的
务工工资。”陈顺龙看着山上采茶
的村民们说道。

来到上寨村的茶叶加工坊，古
朴的瓦房散发出时间的沧桑。一进
门去，扑面而来的茶香让人贪婪地
呼吸。据陈顺龙介绍，这个加工坊
已经有70年的历史，随着茶山面积
的不断增加，产量也在不断提高，加
工坊的生产技术与加工速度已经不
能适应村里整个茶产业的发展。“下
一步还将继续开垦山地坡地，扩种
茶叶，同时准备用加工坊对面的土
地建设现代化的加工车间，并修建
通往茶山的机耕道，逐步让整个茶
产业趋于科学化、成熟化。”对于上
寨茶场未来的规划，陈顺龙心中早
已规划好了发展蓝图。

春阳暖 茶飘香

村民正在采收“明前茶”

本报讯（袁建春 代申权） “党
的政策暖人心，利国利民有福音；普
惠政策送春风，减税降费喜心头……
今天来把快板打，感谢我们党中央；
税收政策贯彻好，宣传辅导少不了，
社会各界来关注，落地生根落实好。”
这是减税降费宣传活动中西秀区税
务局干部说给北街办事处若飞社区
居民和商户的“快板书”。

近日，西秀税务局携手北街办事
处在若飞社区和茶城开展“弘扬若飞
精神 落实减税降费”宣传活动，本次
活动主要面向社区居民及周边商户，
以近期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

策、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地方税种和相
关附加减征政策等主要内容。为方
便纳税人快速准确掌握优惠政策，该
局税务干部自发将最新减税降费政
策编成小快板，并组织税务干部以这
种喜闻乐见的形式现场演绎出来，取
得良好效果。

除了小快板，税务工作人员还为
社区居民和周边商户发放宣传小手
册，为希望深入了解优惠政策的纳税
人进行答疑解惑，并请大家通过扫描
二维码进一步深入了解税收政策和
涉税事宜。

西秀区税务局：

减税降费“小快板”唱进社区

做好国土调查 建设美丽中国

她用一只手撑起一片天
□本报记者 高智

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总蓝
图”是什么？

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自
2018年 1月开始，至2020年底结
束，为期3年。

2018年：治标。启动，打掉一
批涉黑涉恶组织，惩处一批黑恶势
力“保护伞”，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突
出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2019年：治根。攻坚，对已侦
破的案件循线深挖、逐一见底，使人
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提升。

2020年：治本。建立健全长效
机制，取得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压倒

性胜利。
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遵循的

原则是什么？
1、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治优势；
2、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

靠群众；
3、坚持综合治理、齐抓共管；
4、坚持依法严惩、打早打小；
5、

坚 持 标
本兼治、
源 头 治
理 。（未
完待续）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应知应会基础知识

3月26日，记者走进紫云自治县板
当镇硐口村百灵生态蓝莓园，映入眼帘
的是漫山遍野盛开的蓝莓花，行走在蓝
莓园观光道路上，浓郁芳香的蓝莓花扑
鼻而来，沁人心脾。

蓝莓园里，村民们闻着芳香除着草，
身上淌着颗颗汗珠，脸上却露出开心的
笑容。“来蓝莓园干活路，是按工时计酬，
每天70元钱。”正在除草的60多岁的硐
口村村民陈和琴说。

“今年的蓝莓花开得盛，预计今年的
蓝莓产量会在去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百
灵生态蓝莓园管理员于洪浪介绍说，紫
云百灵生态蓝莓园在2014年试种，2016
年初开始规模化发展，今年又新增1000
余亩的蓝莓种植面积，目前，该蓝莓园的
总种植面积已达5000余亩，可采摘面积
3000余亩。

据了解，百灵生态蓝莓园的建园目
的是“三变”助脱贫，把附近村民变为蓝
莓园工人；把蓝莓园工人变为股民；把股
民变为蓝莓园主人，开创紫云产业扶贫

“三变”致富新典范。蓝莓园建成的头5

年采取“倒包”模式，把蓝莓园分成块式
给贫困农户进行管理，即村民变蓝莓园
工人。

“从蓝莓园开始建设以来，我就在
里面务工了，每年做工工时不下 200
天，按照 70 元 1 天计算，每年在蓝莓
园的务工收入有近 1万 5千元。”在蓝
莓园干活的猫营镇农场村村民向学
英说。

“蓝莓园除了让农户获得土地流转
费，以及‘三变’助脱贫的‘倒包’让附近
群众受益增收外，该蓝莓园还为附近贫
困群众提供了很好的就近就业条件。”百
灵生态蓝莓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陈鹏
说，在蓝莓园务工的村民有来自板当镇
硐口村、小寨关村的，也有来自猫营镇狗
场、农场、大河等村的村民，扩大种植面
积、除草、修剪枝条、施肥、采摘等都需要
大量人工，尤其在采摘期，多的时候每天
有200多人在蓝莓园采摘蓝莓。去年，
百灵生态蓝莓发展有限公司支付务工费
超过200万元，这些钱全部是附近的村
民拿走的。

紫云硐口村：

蓝 莓 地 里 绽 放 致 富 花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脱贫攻坚群英谱

漫山蓝莓花开

本报讯（武贵琼）
近日，从贵航三0二医
院获悉，在刚结束的
中国县域医疗发展高
峰论坛上，全国 56家
县域医院被授予成为
首批“县域心脑血管
疾病急救体系建设项
目”试点医院，贵航安
顺医院（三0二医院）
名列其中。

据悉，3 月 22 日
至23日在宁波召开的
中国县域医疗发展高
峰论坛上，同时推进
卒中中心、胸痛中心
联合建设工作的县域
心脑血管急救体系建
设项目正式启动，中
国县域医疗发展高峰
论坛的主题是“同奏县
域医院发展最强音，
共筑全民健康中国
梦”，大会主要从县域
医疗机构心脑血管疾
病管理、慢病健康管
理、政策法规、医疗支
付制度改革、绩效管理
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

县域心脑血管疾病急救体系建设项
目旨在推动县域卒中和胸痛急救环节的
整合标准化流程和管理要点，推动建设以
缩短总缺血时间为核心的行之有效及持
续改进的心脑血管急性救治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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