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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龙里县洗马镇金溪村100多亩的柳叶马鞭草盛
开，放眼望去，满眼都是紫色的花朵，仿佛一片紫色的海
洋。

据了解，洗马镇结合实际，借助旅游产业化、乡村振兴
的东风，种植了100多亩的柳叶马鞭草，盛开的花海成为周
边群众赏花、避暑的好去处，成为龙里县乡村旅游的一道
风景。 本报龙里记者站 宋学兴 摄

龙里金溪：马鞭草盛开引客来

盛夏时节，艳阳高照。一阵阵清风拂过平舟镇龙兴村油
茶基地的山头，随风飘来的一缕缕油茶香让人心旷神怡。

走进油茶基地，1000余亩的油茶树已成林，油茶果子挂
满了枝头，令人馋涎欲滴；树林中5000多只“平塘茶花鸡”在
油茶林中悠闲觅食，工人们正穿梭其间给茶林除草……昔日
荒凉的山坡，如今已经充满生机。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我感到非常自
豪。我会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
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转化为促进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贵
州玉水油茶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安锡分铿锵有力地说，

“下一步，我将坚守初心、砥砺前行，进一步完善龙兴村油茶
基地的休闲、娱乐设施，带动周边群众发展油茶种植，吸引更
多游客上山品山鸡、看茶园，与乡亲们一起描绘乡村振兴新
画卷。”

在者密镇六硐坝区与平舟镇京舟村坝区，1500余亩的
茭白长势喜人，迎来了采收期。

基地里，10余名务工群众穿梭在绿浪滚滚的茭白林里，
娴熟地采摘一个个鲜嫩的茭白，装车后的一箱箱茭白即将销
往上海、长沙、杭州、广州、贵阳等地。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作为
一名基层工作者，我要带领群众增收致富，过上更加美好的
生活。”六硐村党支部副书记石润忠道出了十足的底气，“我

们村结合优越的自然条件，通过‘党支部+基地+农户’的模
式，引导发展种植茭白，让老百姓真真实实得到了实惠，实现
了村民就地务工增收。”

来到位于金盆街道新兴社区的扶贫车间，机器轰鸣作
响，几十名工人正在熟练加工工艺品、包装产品，车间内一片
繁忙。

平塘县艺品民族工艺有限公司是入驻新兴社区扶贫车
间其中的一家企业，主要生产民族刺绣工艺品，年销售产品
300万个以上，如公司已在平塘开办了三个厂，直接或间接带
动地方120多户300多个劳动力就业，每年发放务工工资500
万元，另外有 530多名群众通过参与公司分红增加收入，公
司年发放分红资金40万元以上，在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谈到下一步如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时，毛南族创业之星、县人大代表、平塘县艺品民族
工艺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天信充满自信地说，“在未来的时间
里，乡亲们通过手中的技艺肯定能‘绣’出更美好的生活。”

殷殷嘱托铭记于心，奋进之志外化于行。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让曾经带领村民们用18年的时间，在悬崖
峭壁间凿通“天路”的甲茶镇团结村村党支部副书记、村委会
主任王长武干劲十足。

沿着在蜿蜒曲的“天路”前行，来到甲茶镇团结村冗阶
组，寨子中间两股清泉一年四季汩汩不断，满山翠绿扑面而
来。这里 40多户人家的房屋沿山而建，生态好、水源好、空
气好、冬暖夏凉、远离“闹市”，犹如人间仙境。

“能到北京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奖、到省里接受
‘贵州省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心情是无比的振奋。”时至今
日，王长武仍然激动不已。“这是全村的光荣，同时感觉到肩

上的担子更沉了。在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激励
下，我将继续发扬修‘天路’的‘愚公’精神，带领全体村民做
好当前的养牛产业，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做大做强合作社，努
力干成一番新事业，干出一片新天地，为全县的乡村振兴新
画卷描绘下绚丽一笔。”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
话激励着平塘县人民医院全体医务人员把信念和激情，转化
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7月8日晚19时，平塘县人民医院儿科的10余名护士刚
吃好晚饭，就聚拢到护士站忙着缝补破洞的被套和床单。原
本破损的一件件床单、被套，在她们的飞针走线下焕然一
新。她们受到“三名女红军与‘半条被子’故事”的启发，利用
休息时间，把受损的床单与被套改制后，获得完好床单、被
套、小枕套、小衣服等共130余件，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以变
废为宝方式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更加坚定了远在广州抗
疫一线的石玉燕的信念和激情。4月11日，平塘县人民医院
医务人员石玉燕远赴千里之外的广州市白云区妇幼保健院
进修，5月的广州新冠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她主动请缨
参加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加入到抗疫队伍的第一线，无畏
风险，逆风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让我备受鼓舞，我会在
做好自我防护的同时，竭尽全力为广州人民做好医疗服务保
障工作。”石玉燕用朴实的语言表达着她的抗疫决心和坚毅，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工作中，广州这座城市给予了平塘
人民太多的帮助，我很想为广州的疫情出力，自愿申请加入
核酸检测队伍，冲锋在防控一线。”

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平塘县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平塘记者站 石明钢

1988年，杨颖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在国家政策的号
召下，放弃国企“铁饭碗”来到福泉创业。

创业期间，他始终牢记自己入党时的誓言，牢记复退军
人的责任，不断开拓创新，在促进企业发展的同时，主动承担
起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根在浙江，企业在黔南，妻子在黔南，家在黔南，奉献也
在黔南，家和事业都在这里扎根了，是贵州和福泉给了我机
会，将会用毕生的努力奉献第二故乡。”杨颖是这样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

始终将企业的发展、福泉的发展紧密融合在一起，充分
发挥“以商招商”的示范效应。杨颖多次陪同福泉市有关领
导和部门到多个地方招商引资，吸引了许多商人来福泉投
资。其中浙商赖主恩就在他的引荐下来到福泉，创建福泉市
大德置业有限公司，投资8亿元建设福泉国际汽车城。还有
浙江人朱孔碧，也在商会同仁的引荐下，投资5000万元到福
泉开办福泉富民村镇银行。据不完全统计，仅2010年以来，
通过浙江商会会员做工作以及商会同仁的影响，到福泉寻求
发展的浙商和其他商人多达300余人，投资额100多亿元。

注重技术创新，引领企业转型升级。杨颖始终坚持以
“精诚合成、科技创新”为宗旨，带领公司紧紧围绕国家、省及
地方的发展规划，与中科院、浙江大学、瓮福集团、杭州中昊
等多个高校、企业形成战略合作，致力于石墨换热器、石墨合

成炉、废酸废碱回收、余热回收、氟及重金属回收等技术的研
究应用，取得突破性进展，研发的副产蒸汽合成炉、废酸净化
浓缩回收再利用等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公司也被评为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申请了国家专利52项，获得授权专利
30项，完成了从单一的装备制造向成套装备承接的转型升
级。杨颖也成为了全国非金属化工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委员，荣获黔南第一届州长质量奖。

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在企业及个人取得成效的同时，
杨颖积极投身精准扶贫、捐资助学、慈善事业和新农村建设
等党的事业中。2016年以来，累计在文化、教育、慈善、扶贫
等捐资达 150余万元，为仙桥小学、陆坪中学建档立卡学生
及困难大学生等捐赠20余万元，为福泉市2019年“汇聚社会
力量、助力脱贫攻坚”募捐 10万元，参与福泉市脱贫攻坚工
作，先后被评为“全国爱国拥军模范”“贵州复退军人先进个

人”“全州脱贫攻坚突出贡献民营企业”“福泉市民营企业社
会贡献之星”等多个荣誉称号。

“退伍不褪色”是部队赋予退伍军人的一张名片。作为
一名退伍军人，在企业发展的道路上，杨颖始终牢记军人本
色，把军人的作风纳入到创业工作中，把双拥情节融入到企
业发展中，在为全市复退军人作出示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
度上展示了公司的良好形象。在其公司的影响和市民政局
的推动下，马场坪街道的黄丝江边、金山街道的岔河片区等
复退军人创业基地纷纷建立，涌现出了复退军人“创业带富”
典型 17个，复退军人领头创办农村专业经济协会 13个。同
时，为 20余户重点优抚对象解决了住房修缮、扩大再生产、
子女就学以及患病救助等方面的困难，弘扬了爱国主义精
神，传递了社会正能量，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永葆军人本色 创业再立新功
——记贵州兰鑫石墨机电设备造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杨颖

本报记者 谢义将

肖德昌同战友攻打阳泉胜利后在火车上留影的照片，虽然
经过岁月的洗礼，早已斑驳发黄、模糊不清，却依旧看出站在火
车头上4个身着军装的小伙在胜利后的喜悦笑容。

肖德昌1934年8月在湖南省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随部队参加了正太战役、青沧战役
和保北战役。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
先后担任排长、连长、副支队长、营长、副团长、团长等职务。

正太战役打响于当年的 2月，共歼敌 3.5万人，解放县城 7
座，4月中旬到5月初在解放阳泉战斗中，作为主攻营，肖德昌所
在营随部队对阳泉形成合围之势。

阳泉位于河北石家庄和山西太原之间，是扼晋冀两地的咽
喉要冲，也是著名的矿业生产基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里驻
有国民党阎锡山部第三十三军第七师和暂编四十六师等逾万
守敌。战前，肖德昌在接受主攻营任务后，与教导员汹涌等营
连排干部一起商量作战计划。

5月 2日，总攻开始，肖德昌所在的主攻营及大部队在攻击
扫清敌外围工事后，冲进平定城，攻占阳泉镇，一举歼灭敌人守
军，阳泉解放。5月4日，首届中共阳泉县委和县人民政府成立，
阳泉由一个镇成为中国共产党亲手铸造的第一座城市。

在阳泉休整的几天中，三营教导员汹涌叫上营长肖德昌，
约了一营长淘河和教导员赫振东等人，一起接受战地记者的采
访。大家边走边谈，看着战斗现场，回忆战斗经过。几位战友
攀上战时缴获的“飞龙”铁甲列车拍照留念，留下一张珍贵的合
影。

1936年 7月 1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
6日，作为红十六师警卫连排排长的肖德昌所在部队从甘孜东
谷出发向阿坝进军，大部队于 7月底进入一望无际的松潘毛儿
盖大草地，走进草地 5、6天时，他打起了摆子（疟疾），身上一会
儿冷得浸骨，一会儿又发起高烧，才两天就病垮下来。他不愿
拖累战士，咬着牙，拄着棍，一步一步往前挪。一天，他终于走
不动倒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眼睁着看到几个骑着马的首长
往这边过来，知道是军团首长王震政委一行，他有气无力地报
告，“我是十六师警卫连的肖德昌，打摆子走不了，请首长快走，
不要管我。只是我身上还带着连里的给养费，有 20多块钢洋，
请首长帮我带给部队。”王震政委听了，立即帮着警卫员将肖德
昌抱上马，接着，又和警卫员一起给他吃了几颗药丸。

就这样，肖德昌骑在这匹专驮军需用品的马背上，在草地
上走了整整两天。第三天，肖德昌觉得病情有所好转，就坚持
下马行走。8月8日，肖德昌所在排随十六师部队终于成功走出
了草地。

1955年，全军首次大授军衔，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
第十九师五十七团团长的肖德昌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校军
衔，被国防部授予三级八一勋章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

肖德昌对这三枚勋章看得很重，每到党和国家、军队重大
纪念日，他都要将勋章一一缀于胸前，以彰显和传递伟大的红
军长征精神、抗战精神。

老红军肖德昌的战斗故事，如同闪亮的星光、燃烧的火炬，
永将照亮砥砺前行、昂扬阔步、迈向更加辉煌未来的后来人。

经过战场洗礼的照片和勋章
本报记者 谢义将

本报讯 7月 12日，贵州省委老干部局到都匀市开展
老干部助力乡村振兴专题调研，对都匀市积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助力乡村振兴给予充分肯定。

调研组一行在都匀市小围寨街道泰诚绿缘原生态农
业发展基地实地查看了示范基地建设，认真听取了基地实
施农业科技培训指导的做法和经验、基地的总体规划以及
建设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示范项目的前景展望情况介绍。
在沙包堡街道龙江村龙昌堡文化室，实地查看和详细了解
该文化室创办的初衷和室内图书陈列布局、举办活动、带
动周边群众产生的影响以及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调研
组指出，老干部的党性强，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积极投入，充
分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助力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精
神可嘉。他们信念坚定，政治过硬，作风优良，具有较强的
专业技术能力，并且在群众之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致富
能力强，能够带头发展产业、传承优秀文化、处理邻里纠纷
等问题，是一支建设美丽乡村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要
求各级党组织应关心关爱老干部，动员引导广大老干部及
时充分融入乡村振兴之中，及时为离退休干部提供后勤保
障和平台支撑，精准识别老干部优势长处，邀请他们在自
己熟悉的岗位上继续指导业务工作，充分发挥好他们的余
热，助力乡村振兴，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良好开局
作出积极的贡献。 (韩金知)

省委老干部局赴都匀市
开展老干部助力乡村振兴专题调研

7月16日,州冬泳协会、都匀独竹漂协会在剑江河联合
举行游泳日纪念活动，冬泳队员、独竹漂队员身着汉服与
少数民族服饰在百余米河面上进行表演，气氛热烈，场面
壮观，吸引过往市民驻足观看，赞声连连。

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曾宪华 实习记者 任慧敏 摄

本报讯 7月13日，为深入推进州离退休干部更好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州委老干局“送学上门”为州离退休干部罗
平义、潘希武、高智广、王家先、谢锡坤等送上了习近平《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和《中
国共产党简史》等党史学习教育书籍。

在“送学上门”过程中，州委老干局详细询问了老干部
的身体、生活状况和学习情况，向他们通报了州直离退休干
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情况，鼓励他们时刻保持学习状态，
永葆先进本色。老干部纷纷表示要继续学好党的历史，永
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州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罗平义
说，“虽然自己现在年事已高，但一定做到人老心不老，人退
心不退，退休不退学，继续加强党史和其他知识的学习”。
州政协原主席潘希武表示，“虽然我年纪大了，看书看报需
要放大镜，但是我仍然坚持每天学习党的历史，观看红色经
典电影、电视剧，重温百年辉煌党史，从一个个精彩的场景、
一个个感人的细节、一段段经典的台词中，获得对历史的沉
思和现实的启示，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

目前，我州大部分离退休干部进入了“高年龄、高发病”
期，身体多病、行动不便，参加集中学习难，州委老干局立足
实际，认真落实离退休干部“两项”待遇，推进精细化精准化
服务，有针对性地开展“送学上门”服务，建立老干沟通桥
梁，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让老干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不掉
队、不漏学”。 （刘超）

州委老干局为老同志
“送学上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讯 近日，三都“银发”宣讲团将红色流动课堂搬
到了九阡镇石板寨抗日旧址竹柏树下，九阡镇在职党员干
部、年轻党员发展对象、学生代表等 100余人围坐在一起，
共同聆听退休老干部杨季荣讲述亲身经历的抗战故事，回
顾石板寨抗日历史。

“民国33年，一股日军抵达石板寨，受到了水族村民自
发组织的抗击……”在宣讲中，退休老干部用鲜活生动的
事例、娓娓道来的乡音，现身讲史、引经据典，大伙儿听得
津津有味，现场反响热烈，不时的传来阵阵掌声。流动的
红色课堂不仅激励着水乡儿女传承好红色基因，也教育引
导了广大年轻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勇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连日来，三都组织“银发”宣讲团，选择不同的宣讲方
式，深入社区村寨、机关单位、中小学校和非公有制经济组
织，重点宣讲百年党史、抗战故事、脱贫攻坚故事、红色文
化、三都历史等内容，用好老干部和老党员这本党史“活”
教材，打造多彩党史课堂，创新推动多个宣讲阵地同步发
力、同频共振，将“红色基因”传递到社会各个角落，让宣讲
更有深度、有温度。目前，该县已开展宣讲党史活动 30余
场，有力营造了浓厚的党史学习教育氛围。

（石本帅 本报记者 黄颂凯）

三都：

“银发”宣讲团打造红色流动课堂

红色藏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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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人在马鞭草花海游玩游人在马鞭草花海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