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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野） 7月27日，记
者从关岭自治县人民法院获悉，为认真
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
难”的决策部署，构建综合治理执行难的
工作格局，进一步拓展执行联动范围，完
善和创新执行救助工作机制，关岭法院执
行局与阳光财产保险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助力决战决胜“基本解决执行难”。

协议结合关岭法院执行工作实际，
搭建开放性合作平台，不断创新保险保
障机制，提高案件执行效率，实现互利共
赢，利用保险领域专业优势，积极承担社
会责任，协助法院不断探索多元化解决
执行难问题，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及时

实现合法权益。
协议签订后双方将加大专业人才队

伍培养，就司法领域保险制度涉及、保险
产品创新等前沿问题进行研究，并在执行
案件办理过程中加强合作，共同探索加大
失信行为惩罚力度的有效途径；联合开
展普法活动，通过定期发布典型执行案
例，提升人民群众诚实守信的法律意识，
坚定社会对打击老赖、解决执行难的信心。

盛夏七月，伴着明媚阳光，记者走进
位于关岭自治县普利乡的马马崖村，幢
幢美丽的农村新居鳞次栉比，洁净的通
组路旁是清澈的溪流与青绿的农作物。

“马马崖村作为我乡的‘文明乡风·
宜居乡村’创建文明示范评选的首个试
点，从6月开始试行后，当地老百姓参与
度高、积极性强，整体成效明显。”普利乡
组织委员黄永康向记者介绍道。

据黄永康介绍，普利乡根据《安顺市
创建宜居乡村推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
《关岭自治县创建宜居乡村进一步推进
乡村振兴实施方案》的要求，以围绕全面
开展“四清两改四严禁”专项行动工作为
切入点，通过“文明乡风·宜居乡村”创建
评选，奖励先进，鞭策后进，以点带面，持
续巩固，逐步实现村庄环境干净、整洁、
有序，村民卫生文明意识普遍提高。

走进“示范户”卢应珍老人家里，房
内装饰虽然简朴，但家中环境卫生非常
干净，就连窗下堆放的柴火也摆放得整
整齐齐。老人今年已经76岁，儿孙都在
外定居，平日除了照顾老伴的起居，总要
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不管村里搞不搞卫生检查，家里的
卫生都是一个样，平日里打扫得干净，日
子才过得舒心。”说起此次获得乡里授予
的“示范户流动红旗”，和蔼的卢应珍老
人笑着说道。

在村民卢正祥家中，两层的小楼房
装修别致，庭院里几位布依族妇女正在
包着粽子，精心修剪的三角梅也格外
好看。

“村里开展宜居乡村的评选工作，乡
亲们不仅支持，还纷纷争当‘示范户’，现

在家家户户都很重视环境卫生，村里几
乎看不到乱丢乱扔的现象，村容村貌改
善得相当明显。”村民卢正祥说道。

据了解，普利乡“文明乡风·宜居乡
村”创建文明示范评选以村民小组为单
位开展，每个村民小组评选人员由1名
驻村干部、1名村干部和各村民小组村民
理事会组成，负责对各村民小组农户进
行评分。每月评选出各村民小组总户数
的10%为“示范户”，10%为“后进户”。
对被评选为“示范户”和“后进户”的农户
在村民小组公示栏进行公示。

此外，授予“示范户”流动红旗，连续

3个月被评为“示范户”的还将给予200
元的生产生活物资奖励；评为“后进户”
的农户将在群众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点
名通报，连续三个月被评定为“后进户”
的，还将根据村规民约相关规定纳入村

“黑名单”登记管理，直至农户自行整改
后向村委申请验收
合格为止。

“我们村的罗
金淑户，之前没有
开展评选活动时，
家中的环境卫生极
差，我们每次到他

家里走访，锅瓢碗盏都是乱丢乱放，整个
家里杂乱不堪。”马马崖村驻村第一书记
邹大勇告诉记者，通过评选“后进户”，并
公示和纳入黑名单，罗金淑家里的环境
卫生变化很大，虽然没法和“示范户”相
比，但至少家中摆放整齐，地上也鲜有垃
圾了。

邹大勇说，马马崖村“两委”除了大
力宣传宜居乡村创建工作外，还积极和
爱心企业对接，对方赞助花苗在全村各
处种植。

以“流动红旗”促进群众内生动力的
提高，充分激发广大群众身边卫生自己
抓，村庄面貌共同护，幸福生活大家创的
热情，形成村容村貌持续向好，干群协力
共创宜居乡村的良好局面。目前，普利
乡马马崖村为整村试点，其他村各选一
个组作为试点全面开展“文明乡风·宜居
乡村”创建评选工作。

“形成良好的乡风，能帮助农民树立
发展信心，改变落后思想观念，主动摒弃
陈规陋习。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各个试
点的实际情况，逐步推行‘文明乡风·宜
居乡村’创建文明示范评选工作，同时在
宜居乡村的创建工作中不断创新方式方
法，总结成效成果，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
的精神动力。”普利乡党委书记龙柏臣
说道。

热爱祖国、勤学好问、乐于助人
……一提起关岭自治县顶云街道顶
云中心小学六年级（2）班的韦思梦，
老师和同学们就忍不住为她竖起大
拇指。

今年12岁的韦思梦是班上的
中队长、班长。学习上，她总是严格
要求自己，每学期都会一丝不苟地
为自己拟定一个学习计划,为达到
目标而勇往直前。在课堂上，她认
真听讲，积极发言，面对疑惑会勇
敢提出，大胆质疑，因此对所学知
识都能学以致用，灵活掌握。

学习之余，韦思梦总会挤出不
少时间来阅读课外书籍，正是有
了这些书的陶冶，也让她懂得了
许多做人的道理，开阔了视野，使
她成为了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
并为她的写作与表达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韦思梦经常关心班里学习基础
薄弱的同学，课余时间，同学们有不
懂的知识，她会主动为同学答疑解
惑，与他们一起进步，在她热情的帮

助下，这些同学的成绩得到了很大
提升。

韦思梦还是老师得力的小助
手，班里的大小事物都有她付出
的成果，学校里的各项活动也有
她活跃的身影，她每天还要带领
其他少先队干部认真检查监督
卫 生 情 况 以 及 佩 戴 红 领 巾 的
情况。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六年来，
韦思梦成绩总是名列年级前茅，每
学期都荣获学校“优秀少先队员”

“优秀班干部”等称号，但她从不
骄傲自满。她说：“学习、生活、成
长的路是漫长的，我会继续以自
己的理想和追求为笔，用进取和
奋发为墨，书写更加灿烂、美好的
明天。”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网站

扫尽余孽迎新风 国泰民安展碧空（二十九）

安顺革命史安顺革命史

第二节 沉着应对挑战 勠力获
取全胜

十三、剿匪的最后一仗
紫云县是安顺地区的一个边沿县，

是苗族、布依族居住较多的地方，1949
年12月5日被我接管，成立了县人民政
府。1950年3月18日，紫云境内土匪
发动暴乱，在敌众我寡形势下，县人民
政府被迫于3月19日撤到安顺。

贵州省委、省军区于1950年3月召
开省委扩大会议，落实“野战部队地方
化”“领导一元化”的方针，做出了长
（顺）、紫（云）、惠（水）合围剿匪计划，并
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以两个野战军六
个师分片包干，限期完成清剿任务。同
时成立了由贵州省军区参谋长潘焱任
总指挥的剿匪委员会，调集151团，138
团全部，140团大部，17军随校，16军侦
察营，抽调了大批民兵，共10000余人，
合围从广顺北面的洞口沿东，向惠水县
三都延伸到罗甸县的边阳，经紫云县的
尅混、羊场，西抵火烘北向白石岩至镇
宁县的江龙，接安顺县鸡场交杨武至东
屯，形成大包围圈。此次围剿，贵州省
军区史料称“铁壁合围”。

根据贵州省委、省军区关于紫云剿
匪由安顺军分区负责的部署，白潜召集
地区党委和军分区领导班子，认真分析

了敌我态势，制定了严谨缜密的作战方
案，随之成立了前线指挥部，并决定军
分区参谋长孙仁道任指挥长，军分区干
部、兼任紫云县县委书记的张子厚任副
指挥长，统一指挥剿灭土匪、解放紫云
的战斗。因孙仁道有其他任务未到任，
白潜请示贵州省委、省军区之后，指示
张子厚全面负责紫云剿匪任务。

这次剿匪分为两步，第一步发起紫
北围歼战，解放紫云县城和北面4个
乡，把土匪压缩到紫云南部山区，造成
孤立之势；第二步组织以“四大寨”为中
心的紫南围歼战，消灭苗王“小罗山”，
全面平息匪患。

再次解放紫云这场激战，成为安顺
地区剿匪斗争的最后一仗。

1950年11月，剿匪战斗打响。参
加紫北围歼战的部队有138团、151团、
军直警卫营、侦察连、卫生队，以及政府
工作人员和部分少数民族武装，共
6000余人。当时盘踞在县城里的土匪
是自任县长的姚聚伍，下有姚华坤、孟
德一、屠占廷一部，约500余人。经过
激烈战斗，我军攻进城后，匪徒大部被
歼，姚聚伍见势不妙，带残匪穿越亘旦
小路，向坝寨方向逃窜。

紫北围歼战胜利结束后，紫南战斗
随即打响，重点是解放“四大寨”，抓住

“小罗山”，进而解放紫云县全境。
这个自称苗王的“小罗山”，已在这

里霸占了30年之久。这家伙自定法
律，自派捐税，自养兵丁，私设监狱，自
掌生杀大权，随意屠杀百姓。在他住处
的后面有一个偌大的山洞，深不见底，
号称“龙洞”。稍对他有不满的人，立马
捉来，连眼皮也不抬，恶狠狠地说：“喂
我的龙洞！”便丢进洞里，活活冻饿而
死。据说被他扔进龙洞里的人达200
余人之多。

“小罗山”独霸一方，自称司令。其
儿子罗正湘、罗正荣，侄子罗正芝、女婿
韦德兴、姚贤书均为正副团长。他强令
寨里青壮年为匪，不从者即杀。他对共
产党大肆造谣，恐吓群众。此人恶毒规
定：寨里人不准说汉话，不准接近解放
军，不准要汉人和解放军的东西；青壮
年不论男女一律上山，不准留在家里。
还有残酷的“连座法”：一人通风报信，
杀死全家。

“ 四 大
寨”境内山
高谷深。林
深树密。山
中有天然洞
穴，可容土
匪藏身，这

就增加了剿匪的难度。
1950年12月5日，由张子厚任指

挥，肖剑侠任副指挥，集中151团一部，
146团一部和十七军警卫营、侦察营、
炮兵营、卫生队各一部，还从安顺调集
来1000余民兵，总计5000余人，开始
对“小罗山”实施围剿。

我军首先完成了对紫南的合围，包
括大营、泉初两个乡，方圆100多华里。

战斗打响后，警卫营一连直捣“小
罗山”老巢。小罗山的姑爷、匪团长韦
德兴带领百余名匪徒在鸡场关堵截，在
我军炮击掩护下，警卫连长杨洪文率领
战士英勇冲锋，敌招架不住，四处逃
散。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众匪大
乱，钻山窜林，纷纷溃逃。“小罗山”父子
逃得比兔子还快，跑得无影无踪，不知
去向。我军布岗设哨，组织小部队搜索
追歼。

中共安顺市委党史研究室 供稿

1946年7月11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
电报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
的决议提出修改意见，（一）提议对
第一段改写的重要内容有：丧失东
北有罪、收复东北无功的蒋介石，在
美国反动派援助之下，违背和平约
言，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我东北
民主联军与东北人民，从去年十一
月山海关战役起，至今年六月七日
两军停战这一时期内，举行了英勇
坚决的自卫战争。目前双方虽尚在
停战状态，但战争仍有再爆发之可
能。东北广大地区的群众工作与土
地问题的解决，尚处在开始阶段，我
农村根据地尚不巩固，我干部中尚
有许多人不认识深入农村从事长期
艰苦斗争以建立根据地的必要与重
要性。目前国际国内形势有利于我
党建立东北根据地与粉碎蒋军可能
的再进攻，但是必须承认自己的弱
点与克服这些弱点，方能达到目的。

（二）提议对第二段甲项改写的
重要内容有：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
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
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一切游
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都
应扫除干净。在这个一心一意准备
以长期艰苦斗争去取得和平的总方
针下，我们的方法，就是从战争、从
群众工作、从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
民生活，从其他一切努力，去增加革
命力量，减少反动力量，使双方力量
对比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其中最
重要的是充分发动群众，使我党与
人民密切结合起来。只要广大人民
的力量增加到我们方面，就会使敌
我力量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建立
巩固根据地，使敌人无法战胜我
们。总之，和平是必须取得与能够
取得的，但主要应依赖自力而不应
依赖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
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
地，然后国际与国内各方助我力量，
方能发生作用，才是可靠地取得和
平，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险的。

1985年7月11日

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
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
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
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
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
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
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
决干下去。

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
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
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十二届三
中全会以来九个月的实践证明，物
价改革是对的。理顺生活资料价格
恐怕要用三年，加上生产资料价格

的改革，需要的时间更长。如果用
五年时间理顺物价关系，就是了不
起的事。这项工作很艰巨。改革的
势头好，要坚持搞下去，这个路子必
须走。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
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
则，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我们要
抓住时机，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

工业生产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生
产，中心是提高质量，把质量摆到第
一位。乡镇企业也要抓质量。要提
高质量，就必须改革。要立些法，要
有一套质量检验标准，而且要有强
有力的机构来严格执行。这一关把
住了，可以减少很多弊端，卡住那些
弄虚作假的行为。质量问题虽然经
常提，但现在只是一般地提不行，要
突出地提，切实地抓。

2001年7月11日

江泽民在中共中央举办的法制
讲座上讲话强调，要推动我国信息
网络快速健康发展。他指出，当今
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特别是信
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发展迅速，对世
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社
会等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必须
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党的十五届五
中全会提出，要大力推进国民经济
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
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
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关系我国现代
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对信息网
络化问题，我们的基本方针是：积极
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
用，努力在全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
中占据主动地位。

2013年7月11日至12日

习近平在河北省调研指导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对
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
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
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
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

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当年
在西柏坡提出“两个务必”，包含着
对我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
借鉴，包含着对我们党艰苦卓绝奋
斗历程的深刻总结，包含着对胜利
了的政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对
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
的深刻忧思，包含着对我们党坚持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深
刻认识，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十分
深远。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

“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
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
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
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
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
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
远不变色。

近日，全国妇联副主席（兼）、中央民
族大学党委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教授蒙曼到安顺调研时，点赞了我市

“小桔灯”亲子阅读推广项目。
“小桔灯”亲子阅读推广项目于2018

年7月正式启动，活动开展至今，“小桔
灯”亲子阅读活动已成为我市“双阅读”活
动的重要板块，多次被国家级、省级媒体
报道，是我市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一
张名片。

三年来，我市“小桔灯”亲子阅读项目
广泛推广亲子阅读理念，教育引导广大家
长重视未成年思想道德健康成长，通过陪
伴共同阅读建立良好亲子关系，推动幸福
家庭、和谐社会建设。

安顺市实验学校学生查佩琪就是“小
桔灯”的一名忠实粉丝，2019年 1月和
2020年11月，查佩琪曾两次代表安顺市
参加贵州省妇联“小桔灯”故事大王比赛，
均荣获第一名，获“故事大王”称号。她
说：“在著名作家冰心的文章《小桔灯》里，
小桔灯象征着蕴藏在人们心中的希望和
火种，小桔灯就是光明和胜利之灯。而小
桔灯对于我则是打开文化传承的心灯。
因为妈妈经常陪伴我一起参加‘小桔灯’
读经典、颂经典，让我从经典中受到文化
熏陶，我受益匪浅。”

“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举办小桔灯故事
大王比赛、评选‘十佳’阅读家庭和“十佳”
阅读好孩子，申报挂牌省、市、区级小桔灯
书屋50余个，培养优秀领读者近百名，开
展丰富多彩的小桔灯阅读分享活动200
余场，受到广大家庭、孩子们的欢迎。”市
妇联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陪伴阅读是和谐家庭的基础，是书
香社会基石，也是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打开
的一扇门。”省文联副主席、市文联主席姚
晓英作为“小桔灯”项目点灯人，对该项目
予以了高度的评价。

为了深化小桔灯亲子阅读活动的内
涵，拓展活动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市妇联
积极和市文联、市图书馆、市家庭教育学
会、民盟读书会、椿萱读书会等民间读书
会、幼儿园等单位合作，组织开展“小桔
灯暑期亲子阅读季”走进易地扶贫搬迁
点、主题读书分享会。截止目前，“小桔
灯”亲子阅读推广项目参与人次已达
6000余人。

“每次活动我都会陪在孩子的身边，
‘小桔灯’让孩子们在阅读中认识世界、遨
游世界，在一个个美好的故事中度过童年
快乐的时光，成为孩子们健康成长道路上
的一盏明灯，呼吁大家都积极参与进来。”
家长胡芳丽感叹道。

关岭马马崖村：

“流动红旗”促文明乡风创建
□本报记者 高智 文/图

创建宜居乡村创建宜居乡村在行动在行动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新时代好少年新时代好少年

卢正祥家的庭院整洁干净

“小桔灯”亲子阅读项目：

书香浸润童年 阅读丰盈人生
□本报记者 刘现虹

老师的小助手
同学的好榜样

——记“新时代好少年”韦思梦
□本报记者 卢维

本报讯（记者 甘良莹） 7月28日，
贵州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安顺市选拔
赛开赛，来自各县区、市级企事业单位和
中央在安单位的481名选手将进行为期
3天的竞赛选拔。

举办职业技能大赛，既是劳动者技
能水平的一次展示，也是对劳动者技能
水平的一次检验。本次大赛的深入开
展，对于激发广大劳动者不断增强学习
能力、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创业能力，
努力提高自身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具
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据了解，贵州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
赛安顺市选拔赛参赛人员为481人，其
中，189人参加23个世赛项目、190人参
加17个国赛项目、102人参加6个省赛
项目，合计开展货运代理、烘焙、导游服
务等46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中既

有职业技工院校的教师、学生，也有企业
职工、自由职业者，还有来自农村合作社
的职业农民。

根据我市各技术保障单位技术特长
和实训设备设施情况，7月28日至30
日，选拔赛主要在安顺职业技术学院进
行，安顺市城市服务学校、安顺机械工业
学校、普定县中等职业学校、安顺市民族
中学等学校承接部分项目的比赛。

本次选拔赛各项目排名前2名的选
手将颁发获奖证书、择优推荐参加省级
选拔赛集训。参加省赛后获前10名的
选手，将授予金、银牌和“安顺市技术能
手”称号，并直接晋升高级工职业资格或
职业技能等级。旨在通过竞赛进一步形
成知识崇高、人才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
新风，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技术、尊重技能
人才的良好氛围。

贵州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
安顺市选拔赛开赛

关岭法院:

加大失信联合惩戒力度 多元化解决执行难

诚信安顺诚信安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