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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长顺县鼓扬镇高度重
视，压实责任，以五个“狠抓”切实做好森林防火工作。

狠抓责任落实工作。该镇提高政治站位，层层压实责任，要
求各村（社区）攻坚队召开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大会，严格履行“一
岗双责”、挂村包片责任制，切实做到责任落实到位、巡山护林到
位、火源管控到位、预防措施到位。

狠抓巡查卡点工作。严格划分责任区，加大巡查力度，切实
做到山有人管，林有人看，责有人负，对野外用火“零容忍”。

狠抓宣传教育工作。通过“老一套+新一套”的宣传模式，
抓好森林防火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提高村民对森林防火的知
晓率，提高广大群众森林防火意识。

狠抓应急处置工作。加大扑火设备投入，进一步完善火灾
应急处置预案，有针对性地开展实战演练。

狠抓督导检查工作。成立督查工作小组加强督查检查，对
森林火灾隐患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消除，切实降低森林火灾
发生率。 （董尧尧 本报长顺记者站 陈丽）

长顺县鼓扬镇狠抓森林防火工作

本报讯 面对散落于地的财物，是拾金不昧还是据为己
有，都匀好市民杨帆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前者，展现了都匀市民
的时代价值观和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3月29日傍晚6时，黔南师院宋先生开车路过都匀市城郊
大龙大道幸福隧道出口加油站路段时，不慎将钱包遗失在公路
上，包里人民币和身份证、银行卡等钱物散落在路上。后车司
机杨帆见状，急忙停车靠边，将散落的财物拾取装入包内，到
达都匀市第四小学路段停车，在包内查找到联系方式，并立即
打电话给宋先生核实。宋先生接到电话后，立即返回领取遗失
钱包和钱物，并连声向杨帆先生表示感谢。

“我当时驾车回家途中，看到前面有钱包散落在路上，第
一时间想着是把东西捡起来还给失主，丢了这么多钱和证件，
失主肯定会很着急。”家在都匀市大坪村的杨帆说。

（本报记者 谢义将）

点赞！都匀好市民“拾金不昧”展现正能量

神眼窥世不知倿，风雨守望几多广；悄然一滴沧桑
泪，落入间记悲欿！这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梁衡
在游览了贵州三都县姑鲁崖后有感而发的诗作。紧靠产
蛋崖而居的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姑鲁寨，居住着100多户
水族人家，是三都水族自治县一个典型的水族村寨，保
护完整，风情浓郁，风景秀丽、处处彰显着水族文化。
这里的村民们信仰石神，希望山上的石头多下蛋，给村
民们带来好运。

姑鲁寨背面有座登赶山，秀丽奇特，竹绿葱茏，古
树婆娑，山腰上裸露出一壁崖岩，崖壁长 20多米，高 6
米，表面凸凹不平，那些质地坚硬的石蛋便镶嵌在疏松
的崖壁里悄悄地“孕育”和“生产”着，崖壁上随处可
见产蛋后的凹陷痕迹以及正在孕育和即将“生产”的石
蛋，有的已经发育成熟眼看就要与山体分离。崖壁每隔
30年就会产下一些石蛋，当地人习惯称其“产蛋崖”。

除姑鲁崖国家级旅游景区外，姑鲁寨这个水族原生
态村落，还凭借其独特的传统文化吸引这世界各地的游
客。2010年，三都水族自治县举办了“神秘水族魅力三
都”的中国水族文化旅
游节，通过国内外上百
家媒体让姑鲁寨等水族
村落的独特风景和文化
展现在世人面前。

（黔南州民政局供稿）

姑 鲁 寨姑 鲁 寨

李志敏，一名退休职工，在单位工作时，她只有一个岗
位，现在哪里都是她的岗位。

她爱“管闲事”，“闲事”管到了学校，管到了敬老院，管到
了军营，管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

她内心充满了阳光，走到哪里都把微笑和阳光带给需要
帮助的每一个人。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他们
“这个粑粑真好吃！真香！”又到了春暖花开、草长莺飞

的季节，李志敏带着用今年新长的清明菜做的清明粑来到福
泉市特殊学校，把粑粑分发给孩子们，孩子们大口大口的吃
着香甜的清明粑，撒娇的粘着李奶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
笑。

算起来，今年已经是李志敏第七个年头在清明菜盛产的
季节为特校的孩子做清明粑了。李志敏与特殊学校结缘于
2014年她还在红十字会工作时的一次调研，当她看到特殊学
校的孩子渴望关爱的眼神，看到特殊学校老师为了孩子们辛
苦的付出，她决定不仅自己要把特殊的爱给这些特殊的孩
子，还要让更多人参与进来，让关爱一直延续下去。从那一
年开始，她每个月自己掏钱出路费，请贵州应用技术职业学
院的青年志愿者在周末到特殊学校陪孩子们做游戏，帮助老
师们照看孩子们的安全，协助老师打扫学校卫生，直到贵州
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把关爱特殊学校的孩子作为学校学生社
实践的一个项目把爱一直延续。2018年，她在去驻村开展工
作前，为每一个特殊学校的孩子买来一件冲锋衣。2020年，
她又为孩子们送去了生活、学习的物资。

“每当和这些可怜又可爱的孩子在一起，我的心里都有
一种特别想去拥抱他们的感觉，想让他们尽情的抱着我撒
娇，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带给他们更多的快乐。”李志敏说，
与特殊学校孩子的特殊感情已经深深地嵌入她的心灵，植入
她的生活，她乐此不疲。

李志敏的行为给特殊学校校长徐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说李会长是一个热心公益、心中有大爱的人，她时时挂念
着特殊孩子，每年都组织志愿者来看望孩子们，帮孩子们剪
头发、送衣服、送粽子等等，在她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志愿
者加入了关心帮助特殊孩子的行列。

“闲事”管得宽管得还好
今年 56岁的李志敏，因为退休前曾担任福泉市红十字

会会长，大家都亲切的叫她李会长。李会长看到有困难的
人，就特别“爱管闲事”。她说，她爱“管闲事”，可能有遗传家
风的基因，她出生在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正能量的家庭，母
亲是一名居民委员会主任，曾经就特别帮别人“管闲事”，所
以在知道她为了帮助别人解决困难，花多少钱多少精力“管
闲事”时，妈妈从不会责怪她。

李志敏说，她曾经有一个打算，退休后要成立一个“多管
闲事”公司，专门经营“管闲事”，这个愿望在她退休后如愿以

偿地实现了，现在她带领的“多管闲事”公司叫福泉市义工联
合会。2019 年 3 月，她当选为福泉市义工联合会的党组书
记，带领着全市几千名志愿者花尽心思“管闲事”。

每年的六月，由李志敏组织发起的出租车驾驶员志愿者
在高考期间爱心送考，成为福泉高考期间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

“知己知彼、认识自我。”每年开学季，李志敏都要为福泉
二中的青少年进行青春期健康教育。她谆谆诱导，用自己在
卫生系统工作期间积累的知识帮助学生们健康成长。张忍
琼等四个贫困学生，现在都已经长大，但她们不会忘记是李
志敏阿姨坚持十多年资助她们完成了学业。

2020 年初，大年初三，李志敏接到疫情防控的指令，
她不畏严寒，第一时间组织支部的党员在碧桂广场进行防
控消毒和宣传，号召全市志愿者积极发挥作用，全力服务
疫情阻击战。为让低温天气和夜间的值守人员不受寒，李
志敏积极协调福泉交运公司等爱心企业第一时间捐赠 2000
斤木炭，为一线值守人员送去满满的爱和温暖。同时，她
每天坚持六点起床，带领志愿者洗姜，用自己家的破壁机
一点点的打出姜汁熬制姜汤，送到一个个疫情防控值守
点。为了确保志愿服务有序开展，李志敏每天提着她的

“移动办公”百宝袋奔跑于各个住宅小区的防控值守卡点分
配任务，调配人员，进行联络协调、筹集物资等系列工
作，几乎每天都要熬更守夜，虽然累得腰酸背痛，但她从
不言弃，坚持不懈。就这样，李志敏用自己的行动带动了
一城人，她的志愿服务团队从最初的几十人增加到两千多
人。2021年 3月，李志敏被评为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优
秀志愿者。

2017年以来，福泉市开展创建全国卫生城市和创建全
国文明城市，李志敏的“闲事”管到了全市的各条大街小
巷，站斑马线、进行文明劝导、捡烟头、组织烟头换月
饼、鸡毛换盐……哪里有需要，哪里就会出现李志敏的身
影，哪里就有红色的小马夹。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你这段时间表现如何？有没有和别人闹别扭？”敬老院

的孤寡老人们因为性格特点，彼此之间像孩童一样相处，偶
尔会发生一些小插曲。逢年过节，李志敏都会去看望敬老院
的老人们，给他们送去自己亲手做的粑粑、粽子、汤圆等特色
食品，与他们聊天，听老人们“告状”，为老人们“调解”，做他
们的亲人。

“李志敏是我们消防队的‘万能妈妈’，我们要组织活动，
我们过节要备菜单，过年要做香肠，都会第一时间找到李妈
妈，她每次都随叫随到。”曾经在市消防队担任参谋的许凯这
样评价李志敏。因为驻泉部队的战士大多是外地来的年轻
人，他们离开父母，扎根福泉，保卫福泉，有些战士几年都回
不了家。李志敏除了在传统节日和“八一”建军节雷打不动
的去部队慰问驻军以外，她还针对各驻军的不同需要开展

“妈妈”式的服务，每个星期坚持到武警中队为战士们做一次
饭菜，疫情防控的时候为驻军送水果，送物资……用李志敏
的话说，她把这些战士当成自己的“孩子”，要让他们在第二
故乡生活好，才能让他们的父母放心。

今年的元宵节，福泉中学茅以升班的学生在教室里就吃
到了由李志敏和志愿者们一起包的汤圆，一个个软糯香甜的
汤圆让同学们尝到了家的味道。多年来，每到节日，不管是
在敬老院、在军营还是在学校，李志敏总是为他们带去温暖，
带去欢笑，和大家其乐融融，胜似一家人。

“很多想得到的就去做了，也有一些想到了还没去做的，
但只要组织需要，群众需要、社会需要，我就会随叫随到。”李
志敏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认真地专心地做一个社
会暖心人。虽然已经 56岁了，但李志敏觉得自己奋斗的路
还很长，除了把一些必要的“闲事”继续管好，她今年最想做
的两件事是：想办法做好青少年的感恩教育，想办法推进全
市的垃圾分类工作。推进这两项工作虽然有难度，但她不怕
苦不怕累，在志愿服务的这条道路上，她就像上了发条，永远
在路上……

李志敏李志敏：：专心做一个社会暖心人专心做一个社会暖心人
文文//图图 本报福泉记者站本报福泉记者站 胡春林胡春林

本报讯 近日，结合当前疫情常态化防控情况，黔南州
2021年度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作正式拉开帷幕。我州将继续
采用电影放映卫星定位监控服务平台和钉钉实时跟踪，动态掌
握各农村电影放映队在各行政村放映的具体情况。

为确保今年放映工作顺利开展，3月初起，黔南州农村数
字电影院线公司委派技术员陆续下至 12县市开展设备巡检工
作，对各县市设备进行全面巡查维护，仔细查看设备使用情
况，现场对设备进行检查、测试及维修，确保设备工作最佳状
态，同时传达了本年度相关放映工作的具体要求，并对新加入
的放映员进行放映设备操作、钉钉APP软件操作等培训，严
格按照放映要求规范操作设备和软件。目前，设备巡检工作已
完成，全州已正式开启放映工作。

据了解，今年时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也是“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年，黔南州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司将继续秉持为民
服务理念，做好公益电影放映工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创建、公
共文化服务提供重要支撑，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充分
发挥农村公益电影文化服务功能。同时大力推介红色电影，庆
祝建党百年，突出建党100周年和党史学习教育主题，讲好长
征故事，弘扬长征精神，在新长征路上续写新篇、再创辉煌。

（本报记者 李庆红）

黔南州全面启动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作

本报讯 近日，贵州省防治卒中中心为全省县级医院第一
批通过评审的 20家医疗机构授牌，全省 20家县级医院达标授
牌，独山县人民医院名列其中，获得本次授牌。

2021年 1月 14日，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脑卒中防治工作委
员会组织专家组对独山县人民医院防治卒中中心工作进行现场
评估。经过科学严谨的现场查看和资料查阅，专家组对独山县
人民医院卒中中心建设成效表示肯定，并就检查发现的问题提
出整改建议。

卒中中心建设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此项工作是由政府
主导，行业主管部门推进的项目，关系到辖区内群众健康福
祉。独山县医院从规范绿色通道流程、时间节点信息化等方
面，经过近两个月积极整改，促进该项工作信息化、规范化、
标准化，并及时将整改情况反馈给贵州省防治卒中中心,得到
省防治卒中中心的肯定。

本次获得“防治卒中中心”授牌，是对独山县人民医院卒
中中心建设工作和取得成果的充分肯定。独山县医院负责人表
示，医院将以此为契机，以更高的思想站位，不断完善卒中防
治中心的各项工作，推动县域卒中救治技术水平提升，逐步达
到救治流程标准化、同质化管理,全力使卒中中心建设更加规
范、高效、精准，更好地造福当地群众。

（毛红丹 本报记者 龙毓虎）

独山县人民医院

获贵州省防治卒中中心授牌

开展志愿服务，为抗疫值守人员送去满满的爱和温暖。

和志愿者一起为特校孩子包清明粑

本报讯 为大力弘扬“博爱、无私、奉献、互助”的志
愿奉献精神，深入实践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党史学习
教育要求，近日，州交通运输局系统组织开展“学党史铸
忠诚·献热血感党恩”无偿献血活动，以实际行动彰显交
通人敢于担当、乐于奉献的精神面貌，本次活动共计 80
余人报名参与。

州交通运输局向全系统发出无偿献血倡议后，局系
统 各 级 部
门 积 极 响
应 ，党 员 、
干 部 带 头
踊 跃 报

名。活动当日，采血车旁人头攒动、排起了长龙。该局
要求要把开展好献血活动作为党史教育和“牢记殷切嘱
托、忠诚干净担当、喜迎建党百年”专题教育的具体体
现，局直部门领导要带好头，组织干部职工积极参加献
血。随后，大家在医务人员的引导下有条不紊开展健康
征询、体格检查、血液化验、血液采集等工作。

参与献血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奉献自己可再生的
血液，挽救他人不能重生的生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
事，今后自己不仅要经常参与献血，还要号召身边人一
起加入到这个爱心行动中来，在全州交通运输系统树新
风、讲奉献中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石嘉萍 李超 摄影报道）

黔南州交通运输局

开展“学党史铸忠诚·献热血感党恩”无偿献血活动
清明节到来之际，都匀公路管理局机关及局属单位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道德讲堂活动等内容，开展文明祭
扫活动，为革命先烈默哀，敬献花圈，瞻仰纪念碑，感受先烈们
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向革命先烈表达
崇高的敬意。图为都匀公路管理局平塘段在革命烈士陵园重
温入党誓词。 莫彤 王兴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