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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崔宝禄通过黔南州高层次人才引进到黔南民族
师范学院工作，作为一名教师，他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
养了大批优秀学生；作为一名党员，他始终牢记使命，立志为
贫困地区的蔬菜产业发展做出成绩，促进群众增收。

“传统蔬菜种植模式虽可以满足日常需求，但产量不高、
品种单一，农民对现代农业种植技术懵懵懂懂。”2018年3月
至 10月，崔宝禄先后多次邀请贵州省农科院蔬菜种植专家
等到平塘县卡蒲乡进行现场蔬菜种植指导，并帮助引种晚抽
薹大白菜品种，在春季、秋季、冬季等进行蔬菜套种栽培，还
推广“蔬菜——蔬菜”“蔬菜——农作物”套种模式，让有限的
土地上获得更多收益。此外，崔宝禄与省专家一起为农学专
业大学生、农业种植专业户、农业种植能手等进行现场培训，
从传统蔬菜品种改良和选育方面进行指导。

以卡蒲乡新关村“校农结合”蔬菜种植示范基地为依托，
崔宝禄成功获得贵州省教育厅农业重大产业科研攻关专项
项目，即“校农结合”蔬菜立体种植技术推广与示范。该项目

集合了贵州省教育厅、黔南师院、企业等资金，总经费135万
元。现已建成普通种植大棚 10个，三联动大棚 1个，阳光板
房1个，精品西瓜、精品甜瓜、抗寒番茄等部分新品种已获得
较好效果。

崔宝禄作为该项目主持人，挂牌督战帮扶贫困地方项
目，通过联合水果、食用菌等产业教师，一起争取到蔬菜、猕
猴桃、葡萄等帮扶项目经费达 70余万元。蔬菜基地建设已
初具规模，2020年以来，已完成花菜、西蓝花的种植与采收，
大规模繁育辣椒、番茄苗子，并与碧桂园等企业签订了销售
订单。此外，猕猴桃、葡萄等苗木也在平塘县卡蒲乡新关村、
平塘县塘边镇、都匀斗篷山等多个地方进行推广。

“该项目企业进驻新关村后，要建设辣椒、番茄、甜瓜、南
瓜等现代化育苗基地，并进行相关蔬菜的新品种选育。”依托
贵州的好山好水好环境和项目资金优势，崔宝禄开启了引资
模式，成功引进项目合作企业“陕西杨凌金粟农业有限公司”
到卡蒲乡进行蔬菜产业投资，欲建设成为集新品种选育、四

季接茬和现代化蔬菜种植等多种模式为一体的新的示范基
地。

引进项目后，崔宝禄带领团队成员，先后到惠水县濛江
区和都匀市斗篷山村又建设了双层保温大棚10亩，7亩多花
卉转移种植大棚，建设成新的蔬菜种植示范基地，并引进猕
猴桃、紫王葡萄等新品种到基地进行示范种植，选育符合地
方生长的新特品种。

通过项目支持和招商引资，目前已流转“校农结合”蔬菜
种植示范基地约110亩，光每年流转土地费就达7万余元，一
年劳务费就要几十万元。不仅让农民学会了农业的先进种
植技术，群众还通过流转土地、务工就业等方式，每年可获得
稳定的收入。

2017年至今，崔宝禄与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生物科学与农
学院的全体党员多次捐钱捐物，为平塘县卡蒲乡摆卡村结对
帮扶户送去生活必需品和日常生活用品，帮助维修鸡舍、搭
建猪棚、修建围栏以及生活、农用水窖，成功帮助5户建档立
卡户脱贫。除此之外，还带领葡萄、果树种植专家，专程走到
精准帮扶户的田间，现场指导葡萄、桃树等栽培和防病虫害
管理等技术。同时，还先后多次下沉到黔南多个乡镇，对农
民的蔬菜种植技术进行现场指导，为地方的建设和产业的发
展献计献策。

教书育人、服务人民，崔宝禄始终牢记作为一名党员的
初心和使命，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自己的岗位
上尽职尽责，兢兢业业，用心用情为地方农业谋发展，全心全
意为农民谋增收。

初心不忘育新人 使命牢记谋帮扶
——记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生物科学与农学院党委副书记崔宝禄

本报记者 谢义将

本报讯 7月 14日，贵州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在黔南州中
医医院挂牌成立“贵州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培养基地”。

黔南州中医医院是我州一所综合服务功能三级甲等医院，
承担着全州中医药（民族医药）医、教、研、中医药预防、保健、康
复养生、急诊急救等医疗保健服务。近年来，州中医医院努力发
展学科特色优势，先后开展中医诊疗技术项目 89项，实施临床
路径管理病种132个，频获国家、省、州科研成果奖，并且每年承
担贵州中医药大学、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等院校实习生
的带教及部分教学任务，为推进医疗卫生事业、高等教育事业加
速发展和中医药民族医药产业发展做出贡献，取得实效。

此次挂牌，正值我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新时
期，是贵州中医药大学对我州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心、关爱与支
持，将对州中医院的教学、科研和医疗水平进入高质量发展快车
道，造福黔南乃至全省广大人民群众健康起到积极作用。

揭牌当天，召开了贵州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培养基地导师培
训会，就“研究生导师思政建设与立德树人职责”“研究生国家管
理与政策文件解读”等内容进行培训，州中医院近百名医护人员
受训。

图为贵州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培养基地挂牌成立。
（本报记者 曾宪华 摄影报道）

贵州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培养基地
落地黔南州中医医院

本报讯 近年来，三都水族自治县人社局以提升易地扶贫
搬迁群众就业创业能力、帮扶搬迁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为首要
工作任务，强化就业引领，汇聚多方合力，用心用情用爱书写好
全县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业新篇章。

“用心”送岗位，搬迁群众喜就业。在全县10个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建立就业创业服务中心，投入专项经费落实计算机、打
印机等办公设备，采取政府购买公共就业服务的方式，劳务派遣
50名专职人员到 10个安置点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就业创
业服务工作。积极挖掘县内外岗位，建立“岗位信息数据库”，在
安置点喷印永久性宣传标语、各小区内设立就业扶贫政策宣传
栏和岗位推荐宣传栏、各楼道内放置就业政策宣传展板、各搬迁
群众家中的“百宝袋”放置就业创业政策宣传手册及县内外岗位
信息表，利用各安置点就业创业显示屏和现场招聘会等方式，推
送就业创业政策和岗位信息。2021年，全县共收集岗位信息7.5
万个。

“用情”送培训，搬迁群众提技能。结合对口帮扶城市、
传统劳务输出集中地和本地工业企业需求，采取“订单式”模
式培训，积极开展挖掘机、电焊工、缝纫工、家政护工等培
训，按照企业“需求什么、培训什么；培训结束、即可上岗”
的原则，在各安置点开展“订单式”技能培训班。成功举办第
四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黔南州三都县选拔赛、“茶艺
技能大赛”，采取“以赛促训”模式全面提升搬迁劳动力技能
水平。目前，累计开展电工、焊工、挖掘机、厨师等各类“订
单式”培训班31期1300余人。

“用爱”送资讯，搬迁群众稳增收。为贯彻落实全县“12345”
模式高质量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让搬迁群众安居乐业，
精准提供更详细、更适合搬迁群众的就业创业政策资讯，县人社
局主动加强与对口帮扶城市广州市黄埔区和劳动力外出务工集
中地浙江安吉、江苏常州等地区的劳务协作，通过“1+91+N”蛛
网式劳务就业体系，依托驻上海稳岗就业服务中心和驻广东稳
岗就业服务中心，将公共就业服务前置，县凤羽人力资源公司积
极参与发挥作用，搭建企业用工招聘和群众就业岗位需求平台，
做好牵线搭桥，为有意愿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做好在外务工人员
跟踪服务，让更多劳动力稳定在外务工。今年以来，促进搬迁劳
动力转移到省外就业12545人。

（本报三都记者站 胡和嫒 张佩佩）

三都：

“三用”书写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就业新篇章

本报讯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7 月 13
日，记者走进贵定县昌明镇新安村千亩油茶基地里看到，油
茶苗长势良好，布满山头，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据了解，昌明镇新安村油茶基地始建于2019年9月，基
地规模 1000亩，2020年 3月完成 11万株油茶苗种植。经过
一年多时间的生长，油茶苗现已有 50多公分高，虽未进入
产果期，日常的管护也给村民带来了一笔收入。昌明镇新安
村党支部书记陈文义告诉记者，目前基地主要进行的是清理
杂草，每年仅清理杂草就需要用工 2000多人次，给老百姓
带来的务工收入在8万元左右。

据悉，油茶是一种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不仅油茶果是
食品、制药、化工以及化妆品等产业的重要优质原料，油茶
树本身也是保持水土、涵养水源的理想树种，兼具经济价值
与生态效益。新安村通过利用荒山建设油茶基地，不仅让当
地的山更青、水更绿，也给当地群众拓宽了增收致富渠道。

“基地属于我们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村里的每一个人都
是股民。产果初期一亩油茶产量在 1000斤左右，生产期一
亩油茶产量在 3000斤左右，亩产值在 2000元左右。产生效
益以后，我们会分红到每家每户。”昌明镇新安村党支部书
记陈文义说道。

图为千亩油茶种植基地。
（本报记者 罗阳 摄影报道）

贵定新安村：种植油茶树荒坡能致富

本报讯 7月 9日，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举行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表彰大会，对黔南公积金系统内涌现出的一
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州公积金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黔南公积金乘着改革的春风，为8.52万户缴存职工家庭解决
住房需求。举行此次表彰大会，是为引导全体党员干部继承和
弘扬党的优良传统，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进一步动员和激励基层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务实进取、开拓创新，全力推进“政金合作 黔南宜
居”聚保增改革，奋力书写黔南公积金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黔南公积金改革之
年，下一步，州公积金中心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抓住机
遇，勇挑最担，把改革抓在手上、落到实处、干出成效，争当
改 革 “ 促 进 派 ”、

“实干家”，共同开
创黔南公积金管理
工作的新局面。

（本 报 记 者
蒙帮婉）

州公积金中心

表彰“两优一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本报讯 我州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立足区域特点和民族
特色，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动，注重挖
掘文艺宣教功能，通过抓好文艺工作统筹、用好文艺宣传阵
地、办好文艺形式展示、搞好文艺作品创作等多措并举，促
进文艺助力学习教育走心入心，党史学习教育热潮持续掀
起。

抓好文艺工作统筹。州委制定《黔南州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活动方案》，把党史学习教育和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以“永远跟党
走”为主题，开展青少年“一心向党”教育活动以及形式多样
的各类群众性文化活动，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充分展示
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和伟大功绩，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群众坚守初心使命，汲取奋进智慧和力量。长顺县组建“山
歌传颂、电影放映、书法服务、国画服务、红色文艺展演”5
支文艺轻骑兵小分队，深入镇村、社区、企业、学校等，用群
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文艺形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新
更走心。福泉市探索“理论+文艺”宣讲，充分利用文艺创
作、展演等形式，开展山歌唱响新思想等特色主题活动，在
全市87个村（社区）组建63支文艺小分队，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飞入寻常百姓家”。荔波县组织举办纪念邓恩铭诞辰
120周年系列活动，以文艺等多种形式回顾邓恩铭的革命
斗争历程，探讨邓恩铭革命精神的时代价值，共话共产党人
的使命担当。

用好文艺宣传阵地。全州各级各部门充分发挥报社、
广播电视台、剧团、歌舞团、文艺沙龙以及文化馆、图书馆、
纪念馆、展览馆、博物馆、阅览室等新闻媒体、文艺团体、文

化娱乐场所、群众性文化基础设施作用，用好“网”“图”“屏”
等新媒体资源及宣传栏、板报、墙报、标语、宣传画、户外广
告牌、电子显示屏等宣传阵地，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聚焦党
史学习教育，整合多种宣传手段，报道全州各级党组织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的动态、成果、经验和典型。通过全方
位、立体式宣传，为党史学习教育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截至目前，已建成全州党史学习教育学习官网和微信公众
号，在“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总栏目下开设“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子栏目，策划“黔南红色记忆”系列报
道等，利用“理响黔南”理论学习品牌推出学习金句、“文峰
时评”、微视频等，刊发党史学习教育相关报道 1300 余篇
（条）。

搞好文艺作品创作。出版发行重大题材作品长篇纪实
报告文学著作《中国天眼》、推出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电视剧

《永恒的使命》，完成红色历史人物纪录片《邓恩铭》，纪录片
《红山寨——巴香坪》拍摄并播出。制作完成大型油画《红
七军板寨会师》及《红色岁月——那年红军过贵定》，推出建
党 100周年音乐专辑“百年春秋·百年辉煌”等一批黔南原
创歌曲，编辑出版《红军在黔南史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诗词楹联作品专辑》，出版长篇小说《雏鹰飞过
山》。完成并展出百米长卷绘画《苗乡百年》《绘百米长卷 .
颂百年华诞》以及国画《天眼平塘》。瓮安县推广“文艺荣誉
墙”，筹划“绘百米长卷、贺百年华诞”作品创作，开展“诵读
伟人诗词·重温党的历史”“千人传唱瓮安调·歌声飞扬颂党
恩”等主题活动。三都水族自治县组建苗族妇女“画说新生
活”传承发展志愿服务队，绘制《苗乡百年》100米长卷，庆

祝建党 100周年。惠水县用主题文艺创作抒发爱党情怀，
共征集到中小学、幼儿园等书画类作品 1300余幅，其中书
法作品400余幅，绘画作品900余幅。

办好文艺成果展示。4月至7月，组织《腊梅迎香》等优
秀舞台剧目展演；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多
彩贵州百姓大舞台系列活动；组织做好优秀电影电视剧展
播活动；举办庆祝建党 100周年黔南州重走长征路书画艺
术培训暨成果展；举办“笙歌颂党恩·永远跟你走”黔南州第
二届民族民间芦笙乐舞大赛；大型歌舞剧《你的眼睛能看多
远》在州内开展巡回会演；在长顺县举办颂歌唱响新时代·
聆听乡村中国梦——全国乡村“四季村晚”系列活动；在福
泉市举办“唱支山歌给党听——黔南州庆祝建党100周年、
党史学习教育山歌大赛；举办“红歌颂党”——州直部门庆
祝建党100周年歌咏比赛；在荔波县举办黔南州“唱响红船
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大合唱比赛；大型歌舞剧《情暖茶乡》
在都匀市文体艺术中心公演100场次；举办“唱支山歌给党
听·党的恩情深似海”黔南州民族山歌展演；在全州展演大
型原创红色题材歌剧《邓恩铭》。都匀市组建“党史学习教
育文艺宣传轻骑兵”已在乡镇（村、移民安置点）等开展 22
场宣传宣讲活动，受众人数近 3000 人。龙里县组织开展

“山歌伴飞新思想·萤火虫好声音”以及“德行龙里 志愿黔
行——关爱健康·活力五月”文艺展演活动。平塘县以《苗
家姊妹颂党恩》《再唱山歌给党听》《祝福共产党生日》等文
艺专场演出颂党恩，庆祝建党100周年。

（州学教）

我州文艺助力党史学习教育走心入心

本报讯 “两个百年交汇点，党的历
史开新篇……”7月 13日，龙里县冠山街
道大冲社区宏康安置小区内传出阵阵歌
声，来自冠山街道各村 （社区） 的 6支队
伍正在开展“萤火虫好声音”7 月海选活
动。

海选现场，参赛选手们身着民族服
饰，声情并茂地进行演唱，用自己的“好
声音”宣讲党史，宣讲党的好政策，表达

对党的热爱和感恩。比赛过程中还进行了
党史知识抢答，通过丰富的活动内容和通
俗易懂的方式，让党史学习入脑入心。

据了解，自开展“山歌伴飞新思想 .
萤火虫好声音”评选活动以来，冠山街道
共举办和参与“萤火虫好声音”评选活动
20余场，参与群众达3000余人次。

图为比赛现场。
（陈凯莉 摄影报道）

龙里县冠山街道

山歌唱党史 入脑更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