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 综合

大方县星宿乡：

山沟沟里
“讲”出繁花似锦
文/安维
大方县星宿乡，位于县城东北部，地处油杉河腹地，山高林密，在过去一度是落后边远的代名词。近年
来，星宿乡依托油杉河旅游景区的区位优势，聚焦产业发展，打造出旅游小镇魅力星宿的亮丽名片。在脱贫
攻坚的征程中，星宿乡用好用活新时代农民讲习所，讲出好声音，习出新风尚，为群众的生活讲来花团锦簇，
为这片曾经的山沟沟讲来了繁花似锦。

讲产业

玉米变成玫瑰花

初冬时节，星宿乡天气颇为寒
冷，在漆树村，村民们正在地里栽
种玫瑰花秧苗，毛坪组 65 岁的李
吉珍老人也提着锄头热火朝天地
干着，且一天也不落下。
“我参加村里的讲习所时，听
到讲习员讲了我们村要栽玫瑰花，
老百姓可以参加栽花，栽一株小苗
3 毛 5，栽 大 苗 就 有 2 块 5 的 收 入
呢。”李吉珍老人乐呵呵向笔者说
道。
说起玫瑰花种植，漆树村党支
部书记谢维林颇有感慨。要拔掉
在这片土地世代生长的玉米杆，栽

讲技术

种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吃不了用不
着的玫瑰花，对于群众来说实在难
以接受。
在做群众工作过程中，讲习所
起到了化腐朽为神奇的特效，围绕
玫瑰花种植前景，讲习走进田间地
头、院坝院落。
后河组村民蔡军听了讲习所
关于玫瑰花种植的前景和种植技
术讲习后，从不配合变为配合，拿
出自己的土地积极入股，并且发动
后河组群众参与到玫瑰花种植中，
目前全村已种植 1000 余亩，村支
部采取“支部+合作社+贫困户”模

式，由村支部牵头，群众流转土地
栽种玫瑰花，在项目实施初期，群
众参与务工种植，按株计数，每天
可保证 80-120 元的收入，解决漆
树村 29 户贫困户就业问题，在项
目实施结束后，农户入股的土地，
可每亩土地保底 400 元参与分红，
群众可参与后期管护务工增加收
入，花开后群众采摘鲜花销售，一
到二年每斤售价 3 元，第三年每斤
售价可达 6 元，长效的收益模式极
大带动贫困户的“精准、高效”脱
贫。

的工作法宝。讲习员种植能手黄
朝全立即“走马上任”，为村民讲授
种植技巧，用他的话说，
“我用土白
话给群众讲土里栽东西的技术，我
讲得轻松，群众们也听得懂。”
除了本村“就地选拔”讲习员
外，村里还邀请其他乡镇的种植能
手到本村进行讲习，通过发放技术
资料，举办田间地头现场讲习，指
导种芋消毒、切块、栽植、种芋储藏
等关键环节，讲授如何在基地上给
魔芋除草、施肥等管护措施，不断
提高芋农种植积极性，为魔芋种植

和丰产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遍两遍，讲习所里人群攘动
络绎不绝，讲习所的东风吹来了魔
芋的大丰收，顾琼姊妹一天能挖
230 多元，平时还可以在基地上务
工，一年到头都有事情做，再加上
每亩 300 元的流转土地钱，精准脱
贫胜利在望。
目前，松树村魔芋种植已发展
到 500 余亩，平均亩产 1.1 吨，实现
了年产 550 吨，产值 600 余万元的
良好效益。

群众心里乐开花

“新时代，讲习所，脱贫攻坚有
你有我，什么东西都要讲，不能离
开讲习所”，星宿街道赶集的日子，
龙山村党支部书记、讲习员郑吉权
总在自创的打油诗中开始了讲习，
前来赶集的群众围得里三层外三
层，个个听得聚精会神，讲习员幽
默风趣的语言不时引起大家阵阵
发笑。
“听了很有用处，赶场天围着
洋芋摊摊喝酒的人越来越少，大家
都去听课去了。”一位前来听课的
老人说。
讲习村规民约，是星宿乡新时
代农民讲习所的重点讲习内容之
一。抓住道德约束这只看不见的
“手”，引导群众讲文明树家风净民
风。通过讲习村规民约，村民邻里
间关系和睦融洽。

11 月 29 日，
云峰村杨青群拿到
了人生中第一个奖品——一个脸
盆，这是他在乡组织的蔬菜种植现
场讲习中参加互动抢答得到的奖
励。拿到脸盆，
他很是激动，
连连说
道，
“讲习所教我们技术和政策，我
还拿到了奖品，以后我要多参加讲
习争取多学技术发家致富。
”
个人小额创业贷款名额评选
曾经是村委工作的“老大难”，但是
今年松树村的评选却顺利得让人
难以置信。
10 月的一期讲习中，曾琴将社
区拟评的个人小额创业贷款名单
现场公布，在具备资格的 7 户名单
中，松树组的精准贫困户黄顺江被
刷了下来，而没被纳入候选范围的
罗超却“榜上有名”，评为 3 万元的

等级。
7 户名单一提出，讲习所里顿
时炸开了锅，前来参加讲习的群众
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松树组群众
胡朝相说：
“罗超的砖厂有效益，可
以带动贫困户脱贫，建议从特惠贷
方面给黄顺江落实政策。”话音刚
落，20 多名群众相继发出赞同之
声，没有争执和吵闹，讲习所让群
众们懂得了互敬互爱。
现在，
“十星级文明户”变成了
星宿群众最在意的荣誉，大街小巷
干净整洁，不再随意丢弃垃圾，集
市活动井然有序，散场后商贩各自
清扫摊位垃圾，人人都以增星为
荣，
“讲习所让我们懂得很多规矩，
我要更加努力遵守街规，争取再多
拿几颗星。”
“六星文明户”
黄超说。

金沙县

多部门联合 打造和谐校园
乌蒙新报讯（何勤）为了消除
校园安全隐患，预防学生间伤害事
故发生，打造和谐校园，构建和谐
社会。12 月 6 日，金沙县沙土派出
所、沙土镇教育管理中心联合开展
收缴住校学生管制刀具专项行动。
当日上午，趁学生全部回寝室
午休之机，沙土派出所民警与住校
民警、协管员、消防员及教育管理
中心相关人员到沙土中学，深入各
寝室进行了突击检查，一是就学生
携带管制刀具收缴的意义进行了

详细的讲解，向学生们讲述了什么
是管制刀具、什么是违禁物品等，
阐释了私自收藏、携带、使用管制
刀具的违法性和危害性，教育学生
远离管制刀具，如有收藏、携带管
制刀具必须主动上交。
二是逐一对住校学生的书包、
皮箱及宿舍、床头被下等角落进行
了仔细的搜查，特别就各住校学生
宿舍内的违规用电、用酒精炉以及
藏匿火机等不安全因素进行了逐
一清查。检查中共收缴到塑料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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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雍县玉龙坝镇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开讲
乌蒙新报讯（李玉婷）12 月 6
日，纳雍县玉龙坝镇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幸福苑新时代农民讲习
所正式开班，数十名搬迁群众汇
聚一堂，聆听来自镇党委扶贫工
作负责同志兼讲习员的首场讲
习。
讲习会上，
讲习员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向与会人员详细解读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
，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
，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
，伟大
斗争，
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
伟大梦
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
用”等十九大报告中出现的“关键
词”
。
同时，结合搬迁户实际，给大
家讲明了入股合作社、自主创业、
积极参与就业培训的重要性，教
育大家要知政策、懂感恩，从大山
里搬到水电路讯十分方便的集镇
小区，各住户要逐步统一思想，形

成共识，人人参与人人行动，注重
文明行为，共建和谐幸福生活小
区。号召大家要发扬艰苦奋斗的
精神，敢创敢闯，集中力量，抱团
发展，在安置小区住得好富起来。
自今年 7 月以来，玉龙坝镇 21
个村（社区）陆续建成了新时代农
民讲习所，镇、村各级讲习员通过
开展讲习活动向上万名群众讲思
想、讲感恩、讲政策、讲技术、讲比
武、讲道德，截至目前，已经开展
各类讲习 200 余场。
为使讲习所也惠及来自该镇
16 个 村（社 区）的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户，镇政府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建起了讲习所，组织全镇的政
策讲习员、文化讲习员、技术讲习
员轮流在此开展讲习，给搬迁户
把脱贫攻坚要义讲清楚、讲明白，
进一步激发广大搬迁户发展内生
动 力 ，确 保 搬 迁 户 搬 迁 户“ 搬 得
出、稳得住、能致富”。

赫章县河镇乡青年志愿者脱贫攻坚夜校

瘦土开出“钱花花”

这些天，松树村深山组村民顾
琼很是高兴，眼下正是魔芋丰收季
节，她和妹妹顾梅为合作社挖魔芋
每天能有 200 多元进账，几代人赖
以生存的瘦土里长出的小疙瘩，为
他们换来了真金白银的“钱花花”。
2014 年，在乡党委政府的努力
下，松树村引进四川蕊琦魔芋种植
有限公司在该村打造 500 亩魔芋
种植基地。如何管好这片宝贝疙
瘩，村支书曾琴花了些心思。
2017 年 4 月，松树村新时代农
民讲习所成立，讲习所变成了支书

讲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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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手枪 1 支，橡胶棒 1 根，未发现学
生收藏和携带管制刀具。同时，还
对校园周边小卖部的食品安全向
学生散卖香烟等情况进行了检查。
开展此次活动是构建“平安校
园、法治校园、和谐校园”的重要举
措，不仅对学生进行了一次法治教
育，还增强了广大师生安全意识，
从源头上预防校园师生伤害案件
的发生，为校园安全筑起了一道安
全防火墙。

完成厨师技能培训
乌蒙新报讯 12 月 6 日，赫章
县河镇乡青年志愿者脱贫攻坚夜
校厨师技能培训圆满完成。此次
培训由赫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主办，青年志愿者脱贫攻坚
夜校及赫章县中等职业学校共同
承办，青年志愿者脱贫攻坚夜校
学员、乡内中小学、卫生院、农家
乐的厨师等共计 60 余人参加了此
次培训。
河镇乡青年志愿脱贫攻坚夜
校开办三个月以来，致力于对群
众进行扫盲行动、贫困儿童课后
辅导、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
共开展了各类主题教学活动数十
次。
此次厨师技能培训，充分展
现了夜校职业技能培训职能。培
训内容根据夜校学员生产和创业
致富需求，有针对性地向夜校学
员开展实用技术培训，培育技能，

提高农民的致富技能。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充分
激发参训人员学习热情，有效提
高培训人员的动手能力，保证培
训收到实效，培训中更加注重参
训人员的实践动手能力。培训期
间，每天培训 6 小时，其中 10%的
时间由授课教师教授理论知识，
90%的时间则由参训者进行实际
操作。
据悉，此次技能培训，也是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快
速推进赫章县乡村厨师大培训大
比武工作，切实提高该县学校、敬
老院和乡村农家乐厨师厨艺水
平，全面提升乡（镇）食堂的规范
化管理水平，解决贫困群众就业
问题，促进乡村全域旅游发展。
来源：
共青团河镇乡委员会

织金县熊家场镇

“党员门诊” 为群众解难题
文/刘杰
“遇到困难了？找村委会牌
子上贴的那些人啊，他们可以帮
得上忙。”12 月 6 日，织金县熊家场
镇宝山村村民祝忠学向笔者介
绍。
祝忠学口中“牌子上贴的人”
就 是“ 党 员 门 诊 ”活 动 中 的 志 愿
者，他们都是熊家场镇党委在各
行各业挑选出来的服务意愿强、
群众认可度高、业务素质好的党
员。他们的联系方式、服务项目
和服务承诺等信息长期公示在村
委会门前，熊家场镇党委还将这
些信息以联系卡的形式发送到群
众手中，方便他们咨询求助。
活动启动以来，
“ 党员门诊”
已为群众解决了不少难题。农业
服务中心党员谌伟接到高粱村村
民张发鹏的电话，迅速到位，为其
樱桃“看病”；扶贫工作站党员刘

世贤接到贫困户王成海的电话
后，上门服务，为其种植的中药材
申请省总工会贴息贷款 10 万元；
镇中学党员秦保灿利用休息时间
为留守儿童免费辅导功课，让爱
不再留守；综治办党员王代举已
义务调解了多起纠纷......
据了解，
“ 党员门诊”是熊家
场镇党委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在该镇范围内开展的
党建品牌创建活动。
活动以“修党性、优服务、创
业绩、树典型”为主题，旨在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励广大
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真心为
群众“把脉问诊”，务实解难，着力
构建服务类型多样、作用发挥明
显、极富时代特色的党员志愿者
服务体系，进一步夯实基层党建，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