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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党史学习教育工作中，州直机关工委迅速
行动、认真部署、狠抓落实，强化责任担当，切实将党史学习
教育作为贯穿全年的重大政治任务，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学

“深”、做“活”、干“实”。
率先示范引领，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学“深”。州直机关

工委依托“黔南工委”微信公众号，开设《党史百年天天读》
专栏，讲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今天，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
党员随时随地学习百年党史提供便捷平台。要求州直各部
门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牢记殷切嘱托、忠诚干净担
当、喜迎建党百年”专题教育，及时转载党中央、省委和州委
的安排部署和具体要求，采编各级机关深入推进的工作动

态，丰富活动载体，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做“活”。州直机关工
委率先启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知识竞赛，全州机关共有
5774人（次）参与，第一时间掀起了学党史、知党恩、跟党走
的党史学习教育热潮，在州直机关组织开展“学党史·铭初
心·话发展”主题党日、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老党员、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座谈会、“两优一先”评选表彰、“红歌
颂党”歌咏比赛等系列活动，教育引导州直机关党员干部进
一步弘扬革命精神。在深入学的同时用好红色资源体验
学，开展“重走长征路·开启新征程”党性教育，回顾党的百
年奋斗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感悟初心使命，树立正确党史
观，覆盖培训77个基层党组织。

另外，州直机关工委联系工作实际，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干“实”，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落实
落地的催化剂，深化“三亮一创”新内涵，经常性深入联系点
了解社情民意，指导帮助工作，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常态化开展“微心愿行动”和党员志愿服务，围绕“破解
党建与业务两张皮”开展蹲点调研，注重成果转化运用，采
取典型案例释法、观看警示教育片、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等方
式，常态化开展廉政教育，推动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落
细落实，持续整治“四风”，坚决扛起政治责任，从严抓好州
委第八轮巡察整改后半篇文章。

（李腾群 钟烨）

州直机关工委念好党史学习教育“三字经”

龙里县奋进社区通过实施“微田园”，让搬迁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有地种，延续了劳作习惯、释放农耕情节，对新居住地
有了家的感觉，既满足“菜篮子”需求，又降低了大家的生活成
本，受到搬迁群众的欢迎。

连日来，居住这里的搬迁对象陈世凤在自己的“微田园”
里忙活。陈世凤是龙里县洗马镇金溪村坞泥寨人，2018年从
老家搬迁到龙里县易地扶贫搬迁点奋进社区居住，儿子、儿媳
都在浙江务工。闲来无事的时候就在“微田园”里忙活，既解
决了吃蔬菜的问题，作为常年在土地劳作的她又找到了自己
的乐趣，搬迁后能安心地住下来。

像陈世凤一样，通过“微田园”解决乡愁的人还有很多。
为切实满足搬迁对象日常生活“菜篮子”基本需求，龙里县冠
山街道投资 30余万元在奋进社区安置点附近征收土地面积
51亩，按照户均0.1亩标准划拨给搬迁对象种植，搬迁对象自
愿领取并一次性交纳 3年管
理费共 15元进行种植，三年
后由扶贫开发公司按照市场
价租赁给有需求的搬迁对象
种植，土地所有权归扶贫开
发公司所有。

龙里：“微田园”暖人心
文/图 本报龙里记者站 王立信

本报讯 3月中旬以来，瓮安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积极调整勤
务模式，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整治城区交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
平安出行。

行动中，该大队将县城区划分为 13个管控网格，派驻 26名
警力实行责任包保，对城区主次干道交通进行有效管控，与辖区
办事处、派出所、社区协作配合，对违法停放的老年代步车、三轮
车、“僵尸车”进行拖曳。设置 5个检查点，高频次开展酒（醉）
驾、大货车“闯禁行”、出租车、摩托车违法等专项整治行动，对严
重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公开曝光。组成 3个交通安全宣教组，深
入广场，小区、加油站和沿街商铺，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
资料等方式开展交通宣教活动，组织20余名志愿者在城区主要
路口开展交通违法劝导活动，促进广大群众文明交通习惯养成。

据了解，半个多月来，瓮安公安局交警大队现场查处酒（醉）
驾、违停、大货车“闯禁行”、出租车、摩托车违法等交通违法行为
850余起，拘留严重交通违法人员 12人，拖曳违停电动车、三轮
车、“僵尸车”21辆。

目前，整治行动还在紧锣密鼓进行中。
图为交警上路排查过往车辆。

（杨云 本报记者 陈文章 摄影报道）

瓮安开展整治交通违法行为行动

陈章莲是三都县人民医院急诊
科主任、副主任护师兼任医院第二
党支部副书记。从走上工作岗位的
第一天起，她就暗自下定决心要以
护理先驱南丁格尔为榜样，以一丝
不苟、严谨求实的态度对待自己所
热爱的护理事业。

精通业务的科室带头人
急诊科是医院的前沿阵地，是

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每天平均要
接诊几十名的急诊患者。作为急诊
科的一名护士长，陈章莲深知，急诊
科危重病人多，病情变化快，抢救的
黄金时间往往是抢救成功的关键。
因此，必须要有过硬的本领和高超
护理技术。她经过刻苦学习，熟练
掌握在模拟人身上练习心肺复苏、
洗胃术等，不但练就了过硬的急救
操作技术，并掌握各种抢救药品的
药理作用、适应症、禁忌症，为成功
地抢救危重病人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抢救过程中，她与医生密切配合，
沉着、冷静、正确分诊。

在健康扶贫工作中，她带领护
士积极参加乡镇卫生院义诊活动及
急救技术科普进校园、进小区、进企
业、进武警部队、进农村，耐心分析
病情，给病人解决问题。

驰援武汉的先锋模范人
2020年，一场新冠肺炎来势汹

汹，她坚持以大局为重，冲在第一
线。她带着简单的行李箱，吃住在
科室，带领急诊科及预检分诊处的
工作人员日夜坚守在防控一线，在这场看不到硝烟的战场上，为
三都人民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2020 年 1 月 24 日，她第一个写下了请战书，请求参与抗
“疫”。2月17日晚上11点，三次递交请战书的她终于如愿以偿
的接到第二天早上7点20出征驰援湖北武汉的通知。“作为一名
党员，我会保护好自己，服从组织安排、努力工作、勇于担当，完
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使命，我们国家，为人民出一份力量。”

以生命守护生命的“总管妈妈”
陈章莲成为了贵州省第七批援鄂医疗队队员，在武汉的45

个日夜里，是她最难忘的一段时光。
2月19日晚，她随同队伍抵达武汉黄陂机场，开启了在武汉

与病魔殊死搏斗的日子。她在武钢二院感染病区开展救治工
作，并担任黔南地区护理组组长、护理第七小组组长，不仅要带
头做好工作，还要保证团队安全。

他们很多人在此之前未了解过武钢二院的建设以及工作模
式，同事也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医疗团队，一切都是陌生的，都需
要自己去摸索。作为护理小组长的她，深知责任重大，每个班次
都带头走在治疗工作的最前沿，每次下班都是最后一个出去，值
班、查房、打针、配药、消毒、隔离、宣教、排查、采集核酸标本等
等，严防死守，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

“我来看、我来找、我来做、我来处理。”已经成了她的口头
禅，自进入武钢二院那天起，在危难时刻，她总是冲锋在前，尽自
己最大的努力帮助战友和患者解决各种困难。也正是由于她的
默默付出，在她负责的区域，大伙儿都管她叫“总管妈妈”。

在武汉的40多个日日夜夜，她和贵州省第七批援鄂医疗队
其他成员一起，驻守在武汉市武钢二院，接管收治49名患者，她
们争分夺秒、尽心竭力，最终实现医护零感染、患者零死亡、零回
头的纪录。

4 月 2 日，在历经 2 周调养休息后，陈章莲平安返回三都。
而当天就是她儿子13岁的生日，一家人唱生日歌、吹蜡烛，其乐
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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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长顺县白云山镇因地制宜发展
种植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为乡村振兴注
入了新的活力，向“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
富起来”的愿景一步步迈进。

近日，记者走近白云山镇思京村长冲辣椒种植基
地，空气中弥漫着新翻泥土的芬芳和大自然的气息，
放眼望去，几十个村民正在不停地忙碌着，有的在移
栽辣椒苗、有的在起垄、有的在浇水，现场一片繁忙
景象。

“我来这里做活路来得一年多了，在这里一天
100来块钱，不用出门打工了。”基地工人李五妹一
边给辣椒浇水一边说道。

据了解，思京村长冲辣椒种植基地面积为 150
亩，预计产辣椒 225吨以上，产值可达 90万元以上，
带动固定务工群众 48人，月均收入 1800元以上，让
老百姓实现了增收。

“基地今年有150亩已翻犁好，起垄盖膜已过100
来亩，辣椒已经栽 10多亩，工人多的时候有 20、30
人，最少的时候有5、6人。”基地管理员李秀云说。

据悉，长冲辣椒种植基地采取“公司+村级合作
社+农户”运作模式，由镇平台公司负责销售，村级
合作社有偿提供地膜、肥料、农药等物资，种植户负
责土地流转、统一种植，产生效益后，利润部分按照
7:2:1比例进行分配，有效巩固脱贫成效，壮大村集
体经济。

（本报长顺记者站 罗远鹏 摄影报道）

长顺：辣椒种植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本报讯 近日,黔南州供销社机关党支部
开展“学习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党日
活动，组织领导干部上讲台、重温入党誓词、党
员过政治生日、交流研讨等活动，黔南州供销社
党组书记、机关党委书记、主任何林海围绕“学
习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主题为全体党员上
党课。

黔南州供销社表示，广大党员干部将把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相结合，与开
展“牢记殷切嘱托、忠诚干净担当、喜迎建党百
年”专题教育相结合，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相结
合，与学习供销合作社发展史相结合，与服务

“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相结合，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握历史规律、
持续更新观念、强化理论武装，牢记嘱托、感恩
奋进，持续深化综合改革，扎实推进“社有企业
提质增效年”行动，推动“十四五”黔南供销事业
开好局、起好步，加快把供销合作社建设成为服
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成为党和政府密
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以优异成绩庆祝
建党100周年。

当天，黔南州供销合作社机关党支部全体
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为4名党员过政治生日，围
绕百年党史的学习和供销工作开展交流研讨。

（李妍）

黔南州供销合作社机关党支部

开展“学习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 近日，瓮安县教育局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和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
落实省、州、县相关工作要求，安排全
局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瓮安县教育局负责人表示，将
严格按照中央、省委、州委、县委
的安排部署，提高政治站位，自觉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做“学高为
师，身正为范”的好榜样，坚持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全局党员干部
职工将统筹推进好各项工作，加强

对学校的督促指导，把“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的目标要求全面落实到各项教
育教学工作中，引导广大党员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铸
师魂，指导和开展全县教育系统党
史学习教育培训工作，充分利用“报
网刊微”等，创新宣传好教育系统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举措和成效，营造
良好的舆论氛围，聚焦解决教育发展
新问题，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效果、查
找全县教育工作中的短板和不足，以
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瞿远恒 本报记者 刘红）

瓮安县教育局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务工群众在基地劳作务工群众在基地劳作

奋进社区的微田园奋进社区的微田园

群众在微田园里劳作群众在微田园里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