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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在春节前黔南州南方出租车公司举办的2020
年度“抗疫先进·优秀员工”表彰大会上获悉：该公司自
2015年成立至今，先后开展“爱心送考”“无偿献血”“关爱
老人”“给山区儿童送温暖”“助力脱贫空间、助推乡村建设”
等 60 余项大型公益活动，返还乘客不慎遗失在车上的手机、
电脑等财物3000多件，现金20余万元。

会上，该公司对 2020年度涌现出来的的 4个先进集体和
24 名先进个人进行慰问予以表彰。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
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公司上下全员出动，配合政府相关部
门上街开展防疫宣传，并为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和
执勤民警送去牛奶、方便面、苹果、木炭等慰问品。公司员工
踊跃参加无偿献血，捐献血液23000毫升。

（金沛 本报记者 曾宪华）

南方公司成立以来归还乘客

遗失物品3000多件现金20余万元

本报讯 春节前，全国文明家庭、
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
程师张雁泉带着“爱存青山”志愿者爱
心团队，自费购买新年礼包，走访慰问
荔波县玉屏街道办拉交村 101 岁水族
老奶奶蒙月的、104岁水族老奶奶姚选
以及黎明关乡尧古村尧兰寨 101 岁布
依族老奶奶何树兰等百岁老人，让他
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据荔波县老龄部门统计，截至
2020 年 12 月，荔波县 100 岁以上老人
共计 9人，最大年纪 104岁。老人们大
多数是生活在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山
村，交通不便。为了让他们感受到社
会的关爱，张雁泉和他的爱存青山志
愿者团队，自发自费采购新年礼包，分
别走访慰问全县100岁以上的老人。

来自黔北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
偏远贫困乡村的张雁泉，1995 年从务
川县调到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工作以来，他省吃俭用，每年坚
持帮扶居住在保护区的困难学生完成
学业。2004 年开始，他通过网络力量
帮助贫困学生，先后在“贵州人”“爱存
青山”“天涯社区”“希望大地”等网站

和论坛加入宣传救助贫困山区学生
内容，为贫苦学子搭起一座爱心桥梁，
他白天联系走访爱心人士及贫困家
庭，晚上熬夜在网上与外界网友交流、
公布善款明细等。

张雁泉数十年如一日，除全家捐
资助学近20万元外，还发动国内外近2
万名网友为贵州贫困山区募集爱心物
资和善款价值 200多万元、课外图书 5
万多册和价值 20多万元的医用药品、
器械，为乡村学校建起存爱图书室 26
个、环境教育中心 2个、爱心医务室 10
个、乡级卫生院爱心病床30个，累计帮
助山区 3000 多名留守儿童重返课堂。
目前，部分曾经接受帮助的学生已经
走上工作岗位，也参加到他的爱心团
队，帮助服务于他人。

2014 年 11 月，张雁泉被贵州省文
明委授予“第四届‘明礼知耻·崇德向
善’道德模范”荣誉称号；2016年 12月
被中央文明委授予“第一届全国文明
家庭”荣誉称号，受到习近平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亲切会见。

（本报都匀记者站 文隽永 摄影
报道）

荔波张雁泉荔波张雁泉““爱存青山爱存青山””志愿者团队慰问百岁老人志愿者团队慰问百岁老人

本报讯 春节前，贵州省见义勇为基金会、黔南州见义勇为
基金会赴瓮安县看望慰问见义勇为好少年孙佳坤、任一鸣，对
两少年奋不顾身救助落水老人的精神表示肯定，并向他们发放
了慰问金。

2月 1日 14时许，瓮安中学学生孙佳坤与其好友任一鸣在
路经县城西门河狮子桥时，遇一老人溺水，两人毫不犹豫跳入
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安全救回老人。

慰问组希望两少年继续弘扬正气，传递社会正能量，带动
更多群众投身到见义勇为的行列中。

（本报记者 吴升红）

两少年刺骨河水中勇救落水老人
省州见义勇为基金会赴瓮安慰问

“你就是共产党嫁到心合村的‘巧媳妇’！”在水族端节长
桌宴上，主持人的一句话，道出了我在心合村群众心中的形
象，也将我的思绪拉到了驻村工作来的一幅幅画面中……

2016年 4月 21日，在经过近四个小时的舟车劳顿后，由
黔南州委政研室派驻帮扶联系点——三都县周覃镇心合村
任第一书记的我带着背包行囊到达了目的地。置身于心合
村崇山峻岭中，我显得有些怵。送我来驻村的单位领导和接
收我的当地领导说，明天就是星期五了，你还是回去过周末、
下星期一再来吧。我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倔强地抿抿嘴，眺
望着远处暗淡的远山。如果连这一点点孤独和失落都不能
承受，我又如何能当好第一书记？安营扎寨结束后，已是月
明星稀蛙声一片。那一夜，我将自己的QQ和微信呢称全部
更改为“我在廷牌等你”，却未曾料到，这一改就是五年。

在心合村的这五年，一次次心酸，一张张笑脸，一声声问
候，一句句谢谢，都成了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2016年6月18日清晨，一位老爷爷突然跌跌撞撞地“闯”
进我的办公室。“听他们说，你是新来的第一书记？”老人握住

我的手，未语泪先落……由此揭开了孤儿韦兴威的凄凉身
世。韦兴威两岁那年，父亲意外离世，母亲携妹离家出走至
今杳无音信，他靠爷爷奶奶抚养和政府救济完成初中学业。
为减轻爷爷奶奶的生活负担，年少懂事的韦兴威放弃了未完
成的高中学业，选择前往江苏常州打工挣钱。

跟随老人来到韦兴威家，眼前情景触目惊心，那摇摇欲
坠的小木屋飘风漏雨、家徒四壁。在与韦兴威电话沟通之
后，我连夜含泪写下了《回不去的校园》《因为有你，校园不再
是梦》《有心无畏有爱无惧》等文章，并上传到个人QQ空间，
次日醒来已被亲朋好友们转发评论，纷纷表示要资助这个可
怜的女孩回来上学。同时，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
相助，最终韦兴威得以重返校园，还考上了黔南幼儿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而她那间风雨飘摇的小木屋也在国家危房改造
政策补助下拆除重建起了宽敞舒适的砖混楼房。目前韦兴
威已步入社会并能自食其力，在征得她和爱心人士的同意
后，我又将剩余的善款转到村里设置了“心合村爱心助学
款”，这些款将用于资助心合村考取一本二本的大学生们完
成学业。2020年8月，心合村7名新入学大学生得到了“爱心
助学款”资助，我非常欣慰。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韦兴威的身世让我垂泪，同样让
我垂泪的还有韦荣准。2017年，刚当上父亲的韦荣准查出患
有严重的心脏病，原本还比较殷实的家底在转战广州、北京
等地治病后被拖得一贫如洗。听闻消息，我组织两委一队成
员前往韦荣准家核实情况，并协调了一些物资进行应急救
济。同时，我自己掏腰包购买婴幼儿衣服送到这个不幸的家
庭。

像这样“自掏腰包”的事，在我驻村的这些年多得不胜枚
举。孤儿韦万招、韦引就，父亲去世母亲失联的少年韦荣道、
韦兴旺，五保老人蒙哉、杨美等，均因为我经常“自掏腰包”的
善举而被我感动，同时他们也质朴地感动着我。顺利考上大
学的韦荣道，在大三那年应征入伍，在部队得到表彰后从甘
肃给我捎来当地特产；刚上小学的孤儿韦引远远地看到我进
寨子，就跑过来拉着我的手去她家坐；智障五保老人杨美在
路上偶遇我，竟然放下她的草担子，咿咿呀呀地比划着从内
兜里摸出钱要送给我；每年端节邀请我去共度佳节的群众更

是络绎不绝，因为不能及时一一前去，好多群众就将端节特
色主菜——“鱼包韭菜”冷冻贮藏，直到我上门前去。每每遇
到类似的情景，常常会让我泪湿眼眶。2018年 5月，因为垫
资给村民们购买农资应急生产，我身无分文，知道情况后的
父母悄悄将500元钱塞在我的背包里。

“心合要唱致富歌，必须盘活夭扁坡。”这是我经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以前，心合村没有一样特色产业，种的
都是低效传统作物，山坡上可谓是荒草丛生。要做产业，
必须从上千亩的夭扁荒坡入手。筑巢引凤！在将夭扁坡泥
泞崎岖的山路变为机耕道再升级成产业路后，心合村两委
一队全体队员拿起镰刀、轮起锄头淹没在上千亩高过人头
顶的芭茅丛中。经过艰苦开荒劳作，夭扁荒坡摇身一变，
成为了投资创业老板们争相竞抢的“香饽饽”。经过研究，
最后选择三都县鼎力茶叶种植公司流转开发这片土地，种
植茶叶精品——安吉白茶和黄金芽。为了做通群众思想，
驻村队员拖着疲惫的身子夜入群众家中摆谈，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召开院坝会解答群众的质疑。最终，近两千亩
的茶园在这片沉睡了千年的大坡上得以建成，改变了周覃
茶叶种植空白的历史。

见证了夭扁大坡荒芜近百年后成为金山银山的87岁寨
老韦绍权，在2020年1月1日托人给我捎来了新年礼物——
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之后，韦绍权老人又携手另两位耄
耋之年的寨老给我和驻村工作队写了感谢信。凛冽的寒风
中，三位老人互相搀扶着蹒跚地将感谢信送到村委会，倔强
而执拗地非要亲手将感谢信张贴在宣传栏，他们巍巍颤颤的
身影至今让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爸爸，我想您啦！您去参加扶贫工作时，我才高到你的
肘丫；现在，我已长齐您的花发……”女儿对我满满的思念，
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驻村以来，与家人聚少离多，父母先
后生病住院都不能回去看望一下，但他们却给予了最大的理
解和支持。

2018年 7月，三都县举办了“感动三都脱贫攻坚十佳人
物表彰盛典晚会”，那个辞职去研究和种植中药材带动乡亲
们致富的龙凤，给从事 20年农业工作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第二天，我通过晚会主办方拿到了龙凤的联系方式，并
第一时间邀请她到村里来调研，探讨心合村是否具备发展中
药材产业的自然条件。由此，一台“感动的晚会”成了心合村
和贵州龙凤宝中药材科技有限公司“联姻”的“红线”，促成了
该公司成功入驻心合村建成三都县集中连片种植面积最大
的中药材示范基地。

我连续几年驻村考核优秀，黔南州委组织部记三等功，
荣获2019年黔南州脱贫攻坚先进个人，2018年、2019年三都
县优秀党务工作者，2020年三都县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荣誉
称号。 2020年 6月底，我入选年度“感动三都脱贫攻坚十佳
人物”并出席了颁奖盛典。

“心合村的‘巧媳妇’”
——三都县周覃镇心合村驻村第一书记徐继泽的扶贫故事

本报记者 吴升红 整理

本报讯 春节前，三都水族自治县关工委到九阡镇月亮山
村开展“温暖送到家·党旗护成长”走访慰问农村留守儿童困难
儿童活动，共为100名农村留守儿童困难儿童发放书包、知识读
本及疫情防护用品。

慰问中，县关工委领导详细询问留守儿童困难儿童的家庭
情况、学习情况以及存在的困难，鼓励孩子们树立远大理想，努
力学习，加强锻炼，提升本领，早日成为社会有用之人。

（王婷婷）

三都县走访慰问农村留守儿童困难儿童

本报讯 春节前，平塘县国际天文科普旅游带开发中心在
平塘县天文小镇揭牌成立，标志着平塘将大踏步融入贵州省国
际天文科普旅游带，促进地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今年一月，贵州省印发《关于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加快
旅游产业化建设多彩贵州旅游强省的意见》，要求统筹推动旅
游产业化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积
极发展以民族和山地为特色的文化旅游业，加快推动国际天文
科普旅游带建设，加快“旅游+”多产业融合发展。平塘县第一
时间成立国际天文科普旅游带开发中心，汇聚行业协会、科普
研学机构、旅游公司等多方力量，合力抓好国际天文科普旅游
带建设。

“平塘县国际天文科普旅游带开发中心的成立，必将带来
平塘客流、人流的增加，所有涉旅企业必将迎来大发展。”平塘
县旅游协会常务副会长赵兴业兴奋地说道。

“平塘县国际天文科普旅游带开发中心在我们天文小镇揭
牌，来我们这个地方玩的访客会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意肯定会
越来越红火。”天文小镇群众曾登云对未来充满信心。

图为揭牌仪式现场。
（本报平塘记者站 曾廷胜 扶曼 摄影报道）

平塘县国际天文科普

旅游带开发中心揭牌

本报讯 春节前，在都匀市 2020年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表彰大会上，都匀农商行洛邦分理处客户经理唐树宁荣获劳
动模范荣誉称号，他是该行首次获得市级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的
员工。

唐树宁 1988年进入都匀农商行工作，2006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他从柜员、出纳、会计做到信贷经理，在乡镇营业网点
埋头工作了 32 年。从步行到骑自行车，从骑摩托车到开小
车，唐树宁走遍了辖区的村村寨寨，他是一名具有典型信合

“挎包精神”的老同志，多次被都匀农商行评为先进个人和
“六先”共产党员，并于2018年在中华合作时报社、中国金融
杂志社和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品牌研究所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农
村金融品牌价值榜”评选活动中，被授予“最美乡村信贷员”
荣誉称号。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老信合人，唐树宁始终坚持服
务“三农”的理念，坚持立足本职、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充
分发挥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图为唐树宁（中）在教乡亲们识别假币。
（刘俊 摄影报道）

都匀农商行“最美乡村信贷员”

获劳模称号

徐继泽（前）在查看中药材长势

志愿者团队慰问101岁布依族老奶奶何树兰

本报讯 春节前，龙里县龙山镇到中广核新能源
龙里草原风电场、龙山工业园区部分企业走访慰问外
省籍留黔过年的务工人员。

在中广核新能源龙里草原风电场，慰问人员将慰

问品送到了留在龙里过年的务工人员手中，并向他们
致以新春佳节的美好祝福。

该镇此次慰问了 13 个企业、46 名外省籍务工人
员，送去水果92箱。 （刘深林 摄影报道）

龙里县龙山镇慰问留黔过年外省籍务工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