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叫吴咏梅，是一名在民宗系统工作了 20多年的老
兵。2017年 12月，我担任驻雅水镇道力村脱贫攻坚工作
队队长。

道力村是一个“不一样”的村，雅水镇是优质米的种
植大镇，但道力村却是一个没有稻田支撑的村，在村级产
业发展上一直比较薄弱。

既然“无田可用”，那么何不“向山发展”，以此优化
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说干就干，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
委”组织群众在山地丘陵地带发展了龙须菜100亩、山桐
子300亩、烤烟250亩、生姜50亩等特色产业。

围绕今年的秋冬种种植工作，烟叶采摘之后，烟地里
还有一定的肥力，为充分释放土地的效益，我们在烤烟地
里种植荷兰豆 100亩，让“豆攀烟杆”。为了确保种植效
果，我们特意邀请了云南的技术员来给我们作指导。今年
10月份种下，来年4月份收获。豆苗长大以后，顺着烟杆
攀爬生长，不仅节省了竹竿架子的费用，还唤醒了冬季沉
睡的土地，又不影响春耕工作，可谓是一举多得。

在种植过程中，驻村队员们在各自包保的网络都开辟
了一块“试验田”，和群众一道种植，今年我本人就“认
领”种植了 10亩荷兰豆。你还别说，这样的法子还真管
用，群众的顾虑打消了，大伙的热情十分高涨，增收致富
的信心更足了。

道力村是一个“不一样”的村，而我们脱贫攻坚队也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队伍。说特别，是因为我们工作队90%
的队员都是女干部，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巾帼攻坚队。为了
更好地调动大家的工作热情，进一步提升工作效能，我们
采取了“轮值”制度，一个星期由一个队员担任“轮值队
长”，不仅带领大家学习上级文件会议精神，还统筹抓好
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自从执行了这个制度，现在队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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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工作中，我们狠抓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水电路
讯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全覆盖，村里的变化可以说是天翻地
覆。因为路网的全面升级，一些常年在外打工的群众回到
村里“惊呼”说找不到自己家的路，让大家倍感欣慰，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更强了。

驻村两年多来，村里的干群关系是更加融洽。我和村

里的不少群众认了姨妈、结了亲戚，大家齐心协力共战贫
魔，道力村于2019年已实现贫困人口清零。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会不断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努力书写好乡村振兴大文章，让道力村更加美丽、群众更
加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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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13日，都匀公路管理局在瓮安营定街超限检
测站开展第四期“讲述路政故事 践行使命担当”道德讲堂活
动，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爱岗敬业、忠
诚守则、勤政廉洁的优秀道德品质。

活动中，全体人员观看了都匀局路政执法队伍建设沿革短
片，共同回顾路政执法队伍人员设置、执法装备等的发展历程以
及所取得的成绩。6名路政执法人员宣讲了身边的路政故事，
既有见证路政管理发展变迁的老一辈路政员，也有坚守岗位、秉
公执法的新一代路政执法人员，更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路政“女
汉子”，充分展现出了他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执法公正、纪律
严明的精神风貌，与会人员被路政员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闪光
点滴所感动，并纷纷发表感悟和感言。

30多年来不论是在执法一线还是救援一线，路政执法人员
日复一日、刚毅坚守，用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书写了对路政执法事
业的热爱，也涌现出了一批批先进典型。都匀公路管理局负责
人表示，将不断丰富和拓展道德讲堂活动的内涵，引导干部职工
以新先进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
格，大力传承“铺路石”精神，弘扬“册三”公路文化，尽显公路职
工文明的风采，再创各项工作新业绩。 （莫彤）

都匀公路局

讲述路政故事 践行使命担当

我叫班殿付，出生于 1975年，老家在长顺县鼓扬镇田
哨村，2018年年底，我们一家四口，乘着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的春风，搬迁到广顺镇南湖新苑社区，来到新家后，让我欣
喜的是，还当上了一名村警。

小时候，虽然家里面比较贫困，但父母仍然省吃俭用供
我上学，他们觉得知识很重要，我的孩子出生以后，我也想
让他拥有相对好的教学环境，就没有外出务工，带着孩子在
县城读书。

父母渐渐老去,孩子还未成年，自己微薄的工资入不敷
出，眼看邻居们都修建漂亮舒适的楼房，自己却还在温饱线
挣扎，真的愧对父母，也没有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正当我万般无奈的时候，驻村干部将易地扶贫搬迁政
策送到我家，动员我搬出来，当我了解到南湖新苑社区就
在广顺镇镇上，门口有小学、汽车站，离医院也很近，也
比较好找工作，我就积极地响应国家政策搬了出来，结束
了“在家顾不了娃娃的学业，在外顾不了父母的生活”的

两难日子。
搬到新家后，广顺派出所来社区招聘村警，我就踊跃报

名了，没想到真的被选中了，有一份稳定工作的同时，还能
为社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我的工作就是帮群众调解矛盾、迁户口、检查公共设施
等，虽然说是一些比较常规的工作，但是我们刚搬迁过来，
彼此之间并不熟悉，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困
难，不过我都努力地克服，实在是解决不了的我就求助社区

领导干部。
经过一年半的磨合，许多群众也慢慢地认可了我这个

村警，遇到困难也会寻求我的帮助，对我也挺不错的。期间，
我还被选举为我们单元楼的楼长。

从偏僻落后的小山村，搬到了宽敞整洁的小区，从不稳
定的打工人到一名光荣的、得到群众认可的村警，我们一家
很幸福，也很满足，未来，我要更加努力工作，护好社区平
安，守好更多搬迁群众的幸福。

搬迁户“班警官”的幸福生活
本报长顺记者站 罗小红

本报讯 日前，平塘县组织3家茶叶企业（合作社）共4个茶
样参加全省秋季斗茶大赛，经过评选，参赛的 3家茶叶企业（合
作社）均获奖，充分展现出“平塘甲茶”的优良品质。

据了解，平塘县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组织平塘县凉伞石生
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贵湖茶叶发展有限公司、新光茶叶农民
专业合作社 3家茶叶企业（合作社）共 4个茶样（绿茶类 3个，红
茶类 1个）参加斗茶比赛，经评选，3家茶叶企业（合作社）均获
奖，其中：凉伞石生态茶业有限责任公司获绿茶类铜奖，贵湖茶
叶发展有限公司、新光茶叶农民专业合作社获绿茶类优质奖。

近年来，“平塘甲茶”连续参加国家、省、州斗茶大赛，荣获5
金6银11铜25优质及全国名优茶评比2个一等奖等诸多奖项，
此次全省秋季斗茶赛又荣获3个省级奖项，充分展现出“平塘甲
茶”的优良品质。

平塘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茶产业发展，县茶产业发展领
导小组不断加大对老旧茶园提质改造力度，不断推动加工升
级，大力推广茶园病虫害绿色防控集成技术、茶叶专用肥，积极
开展品牌建设和宣传推介，逐步提高茶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
牌化水平，推动茶产业实现健康持续发展，不断促进茶农增收、
茶业增效，全县茶产业发展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刘尚培）

平塘茶企参加全省斗茶大赛获奖

本报讯 近日，三都水族自治县中和镇雪花湖社区
举行长跑比赛，全县近百名长跑爱好者参与其中，体
验运动带来的快乐。

鞭炮响起，舞狮环湖，中和镇雪花湖环湖长跑比
赛正式开赛，随着裁判一声令下，选手们纷纷冲出起
点，奔向终点。赛道上大家你追我赶，精神抖擞、斗
志昂扬，形成一道亮丽的全民健身风景线。围观群众
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迎风招展的彩旗，为节日中的
雪花湖增添了更多活力和魅力。

据了解，此次长跑赛事是雪花湖端节系列活动之
一，比赛赛程为五公里，分为男女两组，来自全县各

地的近百名长跑爱好者参赛。活动不仅为端节增添了
节日气氛，更增强了全民健身意识，丰富了社区群众
文化生活，进一步激发了社区各族群众努力拼搏，争
创美好生活的信心。

“希望以后越来越多的乡亲父老参与到这个全民健
身的活动，越跑越健康，越跑越长寿。”参赛选手韦学
摊说。

“我觉得这个活动弄得非常好，如果明年继续举
办，我还要来。”参赛选手王启华说。

（本报三都记者站 杨涛 高玉 摄影报道）

三都：长跑比赛庆端节

本报讯 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因琐碎小事争吵，被
告吴某怒砸对方车子，只能为自己的不理智买单，被三都县法院
依法判决赔偿原告赵某财产损失费3760元。

2019年 5月 2日，被告吴某因琐事与原告赵某在三都县大
河镇丰乐社区老王山发生口角，被告吴某持刀毁损原告赵某停
放在三都县丰乐社区老王山处本田飞度车，造成后挡风玻璃破
碎，车身多处划痕，后在汽修厂维修，共花费修理费2540元。车
辆在维修期间，原告赵某向汽车租赁公司签订为期六天的租车
协议1200元，洗车费20元，共计支出1220元。原告赵某诉至法
院，要求被告吴某赔偿车辆维修费 2540 元和因租车所花费的
1220元。

三都法院审理认为，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被告吴某
持刀毁损原告赵某车辆，造成该车损坏。侵权人因过错侵害他
人财产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原告赵某的车辆因被告吴
某原因遭受损害，需要维修，导致其在一段时间内无法使用该车
辆，原告赵某为此到汽车租赁公司租车使用是为解决其在修车
期间的出行问题所需必要的替代性交通工具，属于必要的、合理
支出费用，属于财产损失的赔偿范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判决被告吴某赔偿原告
赵某财产损失费3760元。 （珊珊）

琐碎小事引纷争 怒砸车辆赔三千

本报讯 11月13日，黔南州人民医院邀
请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乳腺外科专家赴
黔南开展巡讲及义诊活动，搭建肿瘤领域学
术交流平台，促进区域肿瘤专业同道间的交
流，提高黔南地区乳腺疾病的治疗水平。

黔南是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巡讲和
义诊活动第一站，黔南州人民医院是贵州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的教学医院、医联体单位，
双方希望通过此次学术交流搭建起学习平
台，实现医疗资源整合，为乳腺专业更好发
展共同努力，为贵州老百姓提供更优质的医
疗资源。

学术交流会上，贵州医科大学张世泳教
授、周恬教授分别进行了《2020CSCO 指南
早期乳腺癌内分泌治疗》《2020CSCO 指南
HER2阳性晚期乳腺癌的解救治疗》的学术
授课，双方就乳腺疾病患者治疗中的特殊病
例进行了讨论。

在举办的义诊活动现场，等待咨询的患
者早已排成了长队。咨询的人群中有些是
专家们曾经诊治过的患者，有些是看到义诊
通知赶来的市民。他们与专家们面对面的
交流、咨询后，对各自的身体情况有了清楚
的认识，也从专家那里学到了乳腺疾病预防
知识和乳腺癌术后的注意事项。义诊现场
还设立了义诊宣传台、宣传展板。市民们可
以通过宣传展板了解更详细的乳腺保健和
乳腺疾病防治知识，开展乳腺保健和乳腺自
检。

现场参加义诊的患者表示，在家门口能
享受到省级专家的医疗服务，希望经常举办
这样的义诊活动，为黔南老百姓带来更多更
好的实惠。

（坚利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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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都匀市老年大学开展《防电信网络诈骗》学
习宣传活动，加强老年学员的防范意识、提高识别骗局的能力，
深化平安校园建设，切实做到防风险、守底线。

学员们线上观看了贵州老年大学微课堂《防电信网络诈
骗》，该网络授课从识别新型电信诈骗的方法以及如何防范电信
诈骗等展开，通过大量的真实案例，详细讲解了各类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的形式和特点、应对电信诈骗的策略以及如何与诈骗行
为斗智斗勇等内容；要求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做到“三
不一要”:不轻信他人的“糖衣炮弹”,坚信绝未有“免费的午餐”;
不透露个人及家庭的信息,让犯罪嫌疑人自露马脚;不转账,绝不
使用银行等载体转账,避免个人金融账户陷入“美丽陷阱”;要及
时报案,万一不幸被诈骗,一定及时报警,借助警方力量挽回财产
损失,打击犯罪分子嚣张气焰。

“其实最有效的应对措施,就是不断提高自身防范和警惕意
识。”都匀市老年大学学员万虹说。

“我们也会将提高老年人防范诈骗意识结合到我们平时的
志愿活动当中，通过志愿服务活动让更多的老年人获益。”都匀
市老年大学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唐仕荣说。

此次都匀市老年大学组织各班认真学习贵州老年大学微课
堂《防电信网络诈骗》，增强了老年学员的网络电信诈骗防范能
力，提高了老年学员识骗和防骗的技能，加强了老年学员对网络
电信诈骗的警惕性。学员们纷纷表示，要从思想上提高警惕，防
止上当受骗，还要加强宣传，引导老年人共同构筑坚固的防范网
络诈骗防线。 （何万玉）

都匀市老年大学

提高防骗意识 构筑防骗防线

吴咏梅（右二）与群众一起劳动，交流生姜种植销售、扶贫政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