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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唐琪 文/图）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连日
来，经开区总工会举办2019年建设

“美丽安顺”绿色增效劳动竞赛活动，
分别在贵州聚福菌公司、光大塑业公
司、亮彩保洁公司等企业开展，通过
在不同行业的精彩赛事增强了职工
的技能训练，提升技能操作水平，使

职工感受到劳动节的欢乐氛围。
据悉，此次技能竞赛系列活动

共有 15 个项目、200 余名职工参
与。参赛的职工同志纷纷展现风
采、各显身手，在自己熟悉的工作岗
位上开始了一场场“比武”，活动现
场气氛热烈，劳动者们在活动中彰
显风采，形成了拼搏进取、争作贡献

的浓厚氛围。
活动结束后，经开区总工会按

批次、名次给予各个单位的获奖职
工颁奖、颁发荣誉证书。广大职工
纷纷表示，希望能多开展此类活动，
让职工和企业能够共同进步、互利
共荣，为建设美丽安顺和绿色秀美
经开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讯（记者 吴
学思） 在五一国际劳
动节来临之际，4月25
日，由中共西秀区委、
西秀区人民政府主办，
西秀区总工会承办的
西秀区2019年“五一”
表彰暨“建功新时代·
创造新业绩”文艺汇演
在西秀区文化中心隆
重举行。

活动为在西秀区
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
突出贡献的 54名“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12家“五一劳动奖状”
获奖单位、10家“工人
先锋号”获奖单位（班
组）进行颁奖。旨在大
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和工人
阶级优秀品格，激励全
区广大职工在建设富
美新西秀中充分发挥
主力军作用。

活动通过《不忘初
心》、《走向复兴》、《产
业村长》、《技工筑魂》
等演出，充分展示了西
秀人朝气蓬勃、昂扬向
上的精神面貌和风采，
展示了广大职工和工
会工作者拼搏进取、甘
于奉献、开拓创新的时
代风采，同时进一步激
励全区广大职工干事
创业的信心和决心。

本报讯（贾正鹏 记者 鲁开伟）
4月27日，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康复医学科党支部10名专家到普定
县人民医院开展义诊活动。

义诊现场，专家认真为患者检
查、阅片，耐心解答大家提出的疑问，
并指导他们进行康复训练，普及医学
常识。随后，专家还到普定县人民医

院康复医学科开展教学查房及病例
指导，为科室的长远发展及病人的康
复治疗提出了更加科学合理的建议。

此次义诊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普
定群众对身心疾病的正确认识，促进
养成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帮助他们
了解常见疾病的临床表现、预防和康
复治疗方法等相关医学知识。

贵医附院到普定开展义诊活动

本报讯（记者 康馨月 文/图）
4月28日，由市卫生健康局、市民政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医保局和市
总工会联合举办的2019年《职业病防
治法》宣传周活动在万绿城广场启动。

此次活动以“健康安顺·职业健
康同行”为主题，活动通过张贴宣传
海报、悬挂宣传标语、开展现场咨询、
分发宣传资料等方式开展，宣传内容
主要围绕最新《职业病防治法》等法
律法规、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法定责
任及常见职业病的症状及预防等。
工作人员积极向过往群众讲解《职业
病防治法》的意义和作用，诠释在工

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并结合图文展
览让劳动者了解其危害途径和危害
后果，进一步提高劳动者自我防护的
意识和能力，切实保障广大劳动者的
职业健康权益。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开展至
5月1日，下一步他们还将进入企业、
社区、进乡村宣传职业健康，希望通
过开展系列贴近群众的宣教活动，进
一步落实职业病防治工作责任，普及
职业健康知识，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注
支持职业病防治的浓厚氛围，切实保
障劳动者的职业健康权益，构建和谐
健康安顺。

我市开展2019年
《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

工作人员给群众分发宣传资料

在镇宁自治县白马湖街道办事处
永和村，有一片认养模式的樱桃园。眼
下正是樱桃成熟的时节，认养樱桃树的
人们纷纷前来，享受采摘樱桃的乐趣，
并同亲朋好友和村民们分享这份成熟

的美味。
在永和村的认养樱桃园里，迎来了

今年第一批认养樱桃树的主人，认养的
人们拿着篮子与亲朋好友有说有笑地
采摘着樱桃，分享樱桃丰收的喜悦。

2018年，永和村推出了“2+N”年
的樱桃树认养计划，将樱桃树以租用的
形式归于个人或家庭名下，按照每株
376元的认养费认养两年。期间，由村
集体为其管理、养护。

“因为一棵樱桃树，让我们这些生
活在城里的人和农村有了一份联系，周
末期间，我们可以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
采摘自己认养的樱桃，休闲娱乐两不
误。”贵阳市民成鸿雁是第一批樱桃树
认养人之一，自永和村推出认养模式
后，她认养了4棵樱桃树。今天，她带
着亲朋好友，一起到认养的樱桃树下，
采摘樱桃。

在永和村，认养模式得到了认养人
的认可，同时，也有效地解决了樱桃销
售保鲜难的问题，让认养人第一时间吃
到新鲜樱桃的同时，带动游客体验采摘
乐趣，感受永和村浓浓的乡村气息。

“这是我今年第一次来到农村，一
进来就被大家采摘樱桃的热闹氛围感
染了。吃自己认养的樱桃，不仅品尝到
了樱桃的新鲜滋味，更享受到了采摘的
乐趣，还解决了当地樱桃种植户樱桃销
售难的问题。”贵阳市民田宏对永和村
的樱桃树认养模式赞不绝口。

目前，永和村樱桃树已认养近300
株，提前实现村集体收入10万余元。
如今，樱桃产业已经成为永和村脱贫致
富的发展路子，永和村将依托樱桃种植
优势，继续探索“认养”模式，创新樱桃
产业发展路径。

“永和村现有樱桃种植面积2000
余亩，到2020年，永和村樱桃种植面积
将达到5000亩以上。并以樱桃节的举
办为契机，实现农旅发展，促进村集体
经济持续稳定增收。”镇宁白马湖街道
办事处永和村驻村第一书记申慧民介
绍道。

本报讯（记者 吴学思） 4月28
日，由西秀区教育局联合西秀区科技
模型运动协会主办的2019西秀区科
技辅导员培训班在青少年活动中心
开班。

本次培训为期两天，特邀国家级
专业裁判和名牌讲师进行授课，来自
全区各中小学校具有科技特长和兴
趣的教师近70人参加培训。

据了解，本次培训内容为航海、

车辆、建筑模型设计制作、相关竞
赛规则及创客教育普及；科技辅导
教师辅导技巧、方法及团队组建培
养技巧等。本次培训将有利于进
一步提高西秀区中小学科技辅导
员的业务水平，在全区范围内建设
一支规范化、专业化、素质化的科
技辅导员队伍，为今后西秀区中小
学生科普教育活动开展奠定坚实
基础。

西秀区科技辅导员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 肖劲松 实习记
者 李丽莎） 4月29日，北京建工路
桥集团贵州分公司在西秀区残孤幼
儿家庭寄养中心开展爱心捐赠
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弘扬爱心奉献的
传统美德，为孤残院的孩子们送去一
份关怀，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
关爱。在本次捐赠活动中，捐赠方为
孩子们带来了纯牛奶、大米、馒头等
基本生活物资，并为孩子们包起了代

表爱心的饺子，整个活动过程显得格
外温馨。

据悉，西秀区残孤幼儿家庭寄养
中心由安顺人肖兴英创办，目前已经
有10多年的历史。自1997年起，十
几年如一日，肖兴英一直收养着孤残
儿童，最多时收养孤残儿童60多名，
累计收养的孤残儿童超过100名。目
前，该寄养中心还有10多名孤儿，在
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关心下，他们
的生活得到了有效保障。

爱心助残暖人心

镇宁永和村：认养的樱桃红了
□本报记者 陈国平 文/图

4月27日上午8时许，平坝区人民
医院病房内的一小伙，最终还是没能与
病魔抗争下去，年仅28岁的生命画上
了句号。他的亲属在他离世后，郑重地
为其签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登记表及
捐献确认登记表》捐献了他的一肝两
肾，为3名重症患者带去了重生的希
望，也完成了他“让爱和生命用另一种
方式延续”的遗愿。

这名器官捐献者名叫陈绍松，今年
28岁，平坝区白云镇白云村人。

4月20日清晨，在平坝区人民医

院病房内的陈绍松，在经过多家医院的
专家会诊后，最终得出处于临终状态，
已无救治可能。

他的妻子魏倩云悲痛欲绝，待情
绪稳定后，为陈绍松签下了《中国人体
器官捐献登记表及捐献确认登记
表》。“捐献器官是他生前聊天时说到
过的事情，当时他笑着说如果有一天
自己不在了，也要把身上那些还能用
的器官留下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没
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魏倩云说完再
一次失声啜泣，纵有万般不舍，但她心

里清楚，丈夫其实早已下定了决心，她
愿意尊重丈夫的选择，帮助丈夫完成
最后的遗愿。

“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
只要人人为社会作出一点贡献，这个社
会就是美好的。”陈绍松的姐夫黄伟表
示，捐献陈绍松的器官是全家人商量后
的结果，也是尊重逝者的遗愿，这是在
传播正能量，无论如何他们愿意将这样
的正能量传播下去。

27日清晨8时许，在省红十字会协
调员及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协调员

的共同见证下，手术室医护人员举行了
沉重而庄严的缅怀仪式后，成功获取了
肝脏和双肾。

随后，陈绍松捐献的器官通过
国家分配系统分配到附近城市，并
成功帮助到需要救治的 3 名患者
身上。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OPO协调
员告诉记者，当魏倩云及其家人得知器
官移植手术很成功的消息后，他们一家
都流下了欣慰的泪水，并表示希望三位
患者可以尽快康复。

本报讯（张林燕 记 者 唐琪）
4月26日，平坝区税务局走进齐伯镇
光明村，开展百户小微企业大走访税
法进乡村宣传活动。

税宣小分队走进光明村，通过面
对面讲解减税降费政策，分发宣传资
料、减税降费政策名片等方式加深村
民对政策的认知度。向村民们介绍了
减税降费政策的深远意义，同时深入
浅出分析了减税降费对于脱贫攻坚的
巨大推动力。

今年以来，平坝区税务局将落实
减税降费政策与助力脱贫攻坚两项工
作有机结合，积极作为，认真研究，在
如何用活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助力产业
脱贫、促进就业增收上下功夫。为进
一步降低光明村贫困发生率，该局将
借助减税降费政策，重点利用一系列
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企业落户
光明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鼓励更
多的村民利用减税降费自主创业，从
根源上脱贫。

平坝区税务局开展税法进乡村宣传

28岁小伙捐献器官续写大爱
□本报记者 刘念

西
秀
区
：
举
行
﹃
五
一
﹄
表
彰
文
艺
汇
演

经开区：迎“五一”赛技能 劳动人民展风采

劳动者在活动中彰显风采

游客采摘樱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