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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甸城郊，在往都匀方向的 552国道线右侧，龙坪镇
马草村火龙果种植基地格外引人注目。印着“种植火龙
果，打造万元山”十个大字的标牌矗立在果园中间，一茬
茬火龙果像整齐划一的队伍阵列，成为当地脱贫致富的

“中坚力量”。
走进种植基地，中间阡陌交通，一条条生产道交错纵

横，一根根枝条缀着一个个色泽鲜艳、通体饱满的火龙
果，十分惹人喜爱。

“大家来尝一下我家的果子嘛，不甜不要钱哈。”看到
有人走进果园，村民敖应福一边采摘果子一边自卖自夸起
来，年近60岁的他笑起来两眼咪成了一条线。

1997年，敖应福一家从立亭村搬到马草村七组承包土
地种包谷，和其他在当地安置的村民一道，一边种地一边
在县城附近打零工，生活一直过得拮据。

转机发生在 2011年 3月。看到村里有人发展种植火龙
果尝到了甜头，敖应福便萌生了在本组发展火龙果种植的
想法。但早期由于种植管理等技术不到位，种植极不顺
利，致富梦想几成泡影。

县果办了解到马草村七组的困难情况后，主任张永忠
带领农技人员主动上门查找原因，给予技术支持，并针对
当地群众开展每年不低于两次的种植技术培训。

在政府的引导下，马草村采取“专业合作社+农户”
的运行模式，于 2012年 8月开始种植基地建设，以紫红龙
为主要品种，种植面积达 1000 余亩。果园 2013 年开始投
产，2015年进入盛产期，年产果量达1000吨以上，产值达
900万元以上，种植户户均纯收入达5万元以上，还解决马
草村100名以上劳动力就地就业。

“现在物流方便，10 斤装的省外发 78 元，省内发 68

元，根本不愁卖。”敖应福告诉记者，由于大家一直以来都
严格遵守县里的种植标准，火龙果一直坚持使用农家肥，
不用化肥、不施农药、不撒除草剂，果子品质得到保证，
口碑一直不错。一个批次采摘上市，线上线下很快就销售
一空。今年他们组种的1000多亩火龙果虽然上市较往年晚
半个月，但影响不大，产销实现“双丰收”。

据介绍，马草村火龙果种植基地建成后，既治理了石
漠化，又增加了当地农民收入，为生态移民生产发展找到
一条新路子，为罗甸县喀斯特地貌石漠化治理提供了成功
典范，为全县山地高效农业园区的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8年来，当地果农深谙技术支撑的重要性，在种植实践
中总结了丰富的火龙果种植经验，人人成为火龙果种植技
术的“二传手”，为火龙果产业发展不断充实人才力量。

村民们成了“土专家”，火龙果种植自然顺风顺水。经
验在积累的同时，大家的腰包也鼓了起来，日子过得红红
火火。很多人家里不仅买了小车，还纷纷到县城里买了
房，成为新时代的新市民，开启了新生活。

火 龙 果 火 了 农 家 人火 龙 果 火 了 农 家 人
本报罗甸记者站 班方智

本报讯 近段时间的持续阴雨天
气，给水稻收割和烘干造成了一定的
影响。为抢时间、提效率，都匀市发
动全市农机专业合作社主动作为，利
用网络平台统计公布101台联合收割机
信息，以社会化服务的形式参与抢
收，同时统筹黔南州供销粮油股份有
限公司等全市4家粮食加工企业，利用
烘干设备和烘干场地，对需要烘干稻
谷的农户提供服务。据统计，目前全
市联合收割机 150 余台、烘干机 6 台，
农机化作业服务组织 11个，基本可以
应对当前阴雨天气秋收需求。

“我这个烘干机器一天24小时都在
工作，一天可烘干稻谷 10吨左右，这
几天连续下来一共烘了有 70 多吨了。
天气好，我的4台收割机就帮着农户抢
收稻谷，现在共帮助 400多家收割 800
多亩，平浪大坝基本上已经收完了。”
腾匀农机合作社理事长腾云告诉记者。

今年都匀市水稻种植面积 22.73万
亩，截止 9 月 20 日，已收割 15.3 万
亩，采收率达67%。受持续的秋雨天气
影响，有少部分未收割的水稻发现倒
伏和穗萌的情况。目前都匀市正在继
续调动各方力量抓紧抢收，确保不误
农时、颗粒归仓。

图为机械化收割助秋收。
(寇宏 本报记者 蒙帮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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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三都县以“六看法”为载体，实行正向激
励，列出负面清单，强力推进乡村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
村。

一看地面二看墙，打造特色靓村庄。以“扫脏、扫
旧、扫乱”“三扫”工作为重点，引导群众每天至少打扫房
间1次，屋内物品每天早上起床后收拾1次，保持楼梯、阳
台、走廊等地面卫生整洁干净；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到环境
卫生整治革命中，定期对自然村寨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
彻底清理农村“秸秆堆、垃圾堆、沙石堆、杂物堆、肥粪
堆”“五堆” 和路面白色垃圾，破解“垃圾围村”。今年以
来，全县 2745名包保干部带领群众打扫村寨 900余次，拆
除私搭乱建 380余处，整治农村“五堆”850余处。同时，
按照墙面“无积尘、无乱涂乱画、无蜘蛛网”整治要求，
在全县各村宣传栏以及农村公路沿线张贴环境卫生制度、
脱贫攻坚、扫黑除恶等宣传标语，在贫困户宣传公示栏上
规范张贴明白卡、家庭医生签约情况等脱贫攻坚宣传资
料；引导群众采取“从上往下、从里往外”的整理方式，
适时清洗净化屋顶、墙壁、玻璃、窗台等区域卫生，鼓励
引导群众在墙面贴上家风家训、孩子奖状、全家福、对联
字画等内容，丰富墙面文化，营造家庭积极向上氛围。此
外，还通过“扫”地面、“净” 墙面，在打好美化村寨

“门面”的基础上，因村制宜运用特色农产品、植物杆、传
统废弃农具等物件，植入至理名言、励志谚语，厚植文化
基因，创建独具特色、底蕴厚重的人居环境，将村寨“门

面”塑造得更具内涵、特色、颜值和品味，形成了一批靓
丽精品村、样板村、特色民族村、小康示范村。

三看家具四看床，整治内屋立形象。按照分区域、分
类别、便使用的原则，引导群众有序摆放家用物件，归类
摆放日常生产生活用品，创造舒适、美观、便捷生活环
境，提升家庭的内涵和形象。同时，通过大走访、院坝
会、广播宣传、发放资料、制作警示牌等方式，宣传用
电、用火等安全常识，引导群众规范安全使用家用电器，
定期检查各类家用电器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筑牢农村消防
安全“防火墙”；大力倡导健康、简朴的农村生活方式，引
导群众每天起床后随手叠好床被，养成勤于清洗床单、被
套等床上用品的习惯，改掉在床上乱堆衣服、裤子等物品
的陋习，并将卧室物品收纳规整，保持卧室规整舒适和床
铺整洁干净。针对孤儿、残疾人等特殊家庭困难贫困群众
床上用品较旧的问题，通过帮助申请民政救助补贴，发放
过冬棉被、四件套等床上用品，帮助群众营造良好温馨的
居家环境；以“积分超市”为平台，以表彰激励为手段，
将农村家庭环境卫生纳入积分管理，对家具摆放有序、床
铺整理整齐、家庭卫生整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次数
多、累计积分高的家庭，实行不定期按积分多少到“积分
超市”兑换相应的家用物品，并开展表彰活动。对积分排
名靠后的家庭，有针对性地进行谈心谈话、沟通交流，帮
助和引导群众做好家庭环境卫生。

五看厕所和厨房，讲究卫生保健康。积极宣传“厕所
革命”积极意义和现实好处，实行“先建后补”政策推进

“改厕”工作，推广使用无害化农村卫生厕所，发动群众规
范化修建和改善家庭卫生厕所，解决人畜混居、厕所透风
漏雨简陋现象；引导群众经常清洗厕所，打扫卫生死角，
保持厕所清洁卫生、不留积粪，预防滋生有毒、有害物
质，保障身体健康。2019 年以来，投入改厕补助资金

333.28万元，改圈补助资金64.44万元；采取政府补贴与群
众自筹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改厨”工作，引导群众在厨房
地面铺上水泥，在炉、灶台上贴瓷砖，安装纱门或纱窗等
设施通风、排气，冰箱内食物要分生、熟保存，水杯、碗
筷等常用餐具及时清洗、定期消毒，做到勤收拾、勤清
洁、勤打扫，确保厨房空气清新、无异味；充分发挥驻村
工作队入户宣传教育的作用，不断强化科学健康生活意
识，在清洁好厕所、厨房基础上，引导群众配备消毒液、
灭蚊蝇、灭鼠等用品清除“四害”滋生，完善厨房防蝇、
防鼠、防虫“三防”设施，从源头上防止细菌滋生，控制
细菌蔓延，确保群众安全、卫生、健康生活。

六看院落脏不脏，庭院经济瓜果香。按照“居民院落
整齐、边沟整齐、围墙栅栏整齐、村道步道硬化、公共区
域化”“三齐两化” 的目标和工作重点，实行农户房前屋
后“三包”责任制，引导群众房屋四周规范、布局合理，
不乱堆杂物、乱建烂棚架、烂茅厕等，杜绝农村“污水
坑、污物坑、垃圾坑、粪便坑”“四坑”；发动群众对农村
残墙断壁、废弃院落、农村危房、主干街道进行全面修缮
清理，保持庭院布局美观、错落有致。同时，以自然组、
寨为单位，打造家庭环境卫生先进户、示范户、典型户，
由网格员、村组干部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寨内部分“脏乱
差”家庭向先进户、典型户学习，形成树立一户、带领一
片、治理一村的良好局面；引导群众每天至少打扫、收拾
院落 1 次，房前屋后清扫干净、院落物品归类摆放整齐，
确保院落无污水积流，柴草、耕地农具摆放整齐；以农村
产业革命为抓手，充分整合农户房前屋后闲散土地、水域
空间等资源，按照化零为整、化繁为简和变废为宝、变农
为商的“两化两变”思路，大力发展以小菜园、小茶园、
小果园、小药园、小田园、小作坊、小养殖为主的“七
小”农村庭院经济，持续提升脱贫攻坚的质量和效益。

三都：“六看法”强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本报记者 谢义将

本报讯 近日，州老年大学党支部组织开展9月份“主题
党日”活动，期间，集中学习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
卷和《中国制度面对面》部分篇目，并就扎实抓好《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和《中国制度面对面》的学习宣传和加
强老年学员思政教育提出了要求。

州老年大学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国制度
面对面》列入党支部学习计划，并从8月份开始，将学习《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和《中国制度面对面》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作为“三会一课”、主题党日
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学习内容，认真组织党员干部职
工进行学习，并结合实际，向广大学员做好宣传教育。

自8月份以来，校党支部已先后组织了两次集中学习《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三卷和 《中国制度面对面》 部分篇目，
并按计划在今后的学习中继续逐篇进行学习研讨。同时，将
学习内容列入学校教学思政教育课程，有计划组织开展学习
宣传和教育，力求通过加强学习和宣传教育，使广大党员干
部职工和老年学员进一步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丰富内涵，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对贵州对黔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认识新时
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进一步明晰我们党“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任务，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和老年学员切
实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老年教育事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进
一步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增强感恩
之心，激发广大老年学员积极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推进社
会和谐稳定发挥余热、贡献力量。

（沈红）

州老年大学认真组织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学习

本报讯 近日，省科协副主席陶文亮率“十四五”规划乡
村振兴调研组到平塘县调研。

期间，调研组到塘边镇易地移民安置区中汉（贵州）口腔
用品有限公司、新街村农村环境整治现状、华鹏百香果科技助
力精准扶贫示范基地，克度镇金星村、金塘村调研，详细了解
当前脱贫攻坚相关工作和产业发展情况。。

调研组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要充分利用“中国天眼”
影响力，结合研学旅行、乡村旅游等，围绕当地特色产业发展
打造好属于自己的品牌，打造出更高层次的亮点，以点带面，
激发群众参与的热情，把握时间节点，扩大宣传影响力让品牌
走出去。激发群众参与农村合作社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增
强发展活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缝衔接乡村振兴打好坚
实基础。

（石娅娅）

省科协调研组到平塘调研

本报讯 9月16日，三都水族自治县周覃镇廷牌社区服务
大厅内熙熙攘攘，LED显示屏上“奉献你我爱心，助力健康
扶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几个大字分外醒目，廷牌社区的
廷牌、心合、高丰、民安、新仰5个村联合开展的无偿献血主
题党日活动正如火如荼举行。献血者有序地排起长队，依次进
行信息登记、量体温、体检、化验，顺利通过检查的同志高兴
地踏上采血车，自豪地捋起袖子，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

“为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深入推进健康扶贫，展现脱贫攻坚一线干部无偿奉献的精神风
貌，我们5个村联合开展了这次无偿献血主题党日活动。主要
是通过党员同志带头，带动其他干部和群众参与到奉献爱心活
动中来，凝聚起脱贫攻坚强大力量，为脱贫攻坚鼓劲加油。”
周覃镇新仰村党支部书记王川介绍了此次主题活动的目的。

每一袋血液都是爱的付出，献血队伍中，一对水族夫妻成
为本次活动的亮点。妻子韦永田在幼儿园上班，听闻采血车来
到镇上，赶紧安排好手中的工作，约上丈夫一起赶到活动现
场，完成心愿后又开开心心地回到工作岗位，他们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善良、淳朴的崇高品德。

近年来，三都县大力弘扬“自信自强 苦干快赶”的新时
代三都精神,攻坚克难,排难而进,全县于2019年实现脱贫摘帽。
廷牌社区的廷牌、心合、高丰、民安、新仰等村于 2018 年、
2019年先后实现脱贫出列，现在所有村的贫困户均已实现动
态清零。广大脱贫攻坚一线干部在取得脱贫攻坚重大胜利的情
况下，坚持落实“四个不摘”工作要求，坚守脱贫攻坚一线，
努力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真正体现了
广大驻村干部能吃苦、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和誓死打赢脱
贫攻坚的精神气概。

此次献血活动共有上百人参与，在驻村干部、村干部的率
先垂范下，很多社区群众自发参与进来，对大多数村民来说都
是首次献血。大家纷纷表示，献出去的血对个人来说是微不足
道的，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就是生命的延续，也希望借此能够
将爱心更广泛地传递出去，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到捐血献爱的队
伍中来。

（李应陆 周晓莉 摄影报道）

三都周覃镇廷牌社区

开展无偿献血主题党日活动

秋收时节，在长顺大地，层层叠叠的梯田、金灿灿
的稻谷与周边绿油油的草地、树木相映成趣，构成一幅
美丽的丰收画卷。秋风骤起，沉甸甸的稻穗荡漾开来形
成金色的稻浪，农民们在梯田里来回穿梭忙着收割稻
谷，呈现一片丰收美景。

远远望去，依山而造的梯田，一层层从山脚盘绕到
山顶。田间阡陌交错，在山脚与稻田之间，是美丽的村
庄。随着季节的更替，梯田呈现出不同美妙的景观来。
尤其是夏秋时节，是梯田最佳的赏光点。

在收获的秋天，麦穗沉甸甸地挂上枝头，凉风吹得

它点啊点啊点，也带走了闷燥的暑气。目及之处尽是金
黄，这个季节特有的美丽色彩，令人由衷地感到喜悦。

绝佳的观赏时节就是此刻，清爽的一阵风拂过，层
层麦浪开始不停的起落翻滚奔腾，放眼望去，好一片金
色的海洋！被群山环抱的村庄像是一个深藏避世的世外
桃源，在蓝天、白云、流水映衬下，散发着与世无争悠
然自得的气息。宜人的空气充盈着整座村庄，每一次皆
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赏秋在秋天，读秋也在秋天，用心领略秋的风韵，
写一首歌颂的诗，在秋季，给予心情一份礼物。

长顺：稻浪翻滚像黄金 相映梯田似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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