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为力争在黔南州第七届运动会中取得好成
绩，瓮安代表团紧锣密鼓地开展集中训练，全力备战。

7月 13日，记者在瓮安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看到，
参加州运会足球、田径、轮滑等项目的运动员正顶着炎
炎烈日进行基础训练，而在室内体育馆，跆拳道、篮
球、乒乓球、拳击、游泳等项目的运动员也在加紧训练
中。

瓮安代表团竞技体育组总教练李松说：“我们 3月
份就成立了专班，4月份到各乡镇各学校进行了先期的
选拔，进行分散训练，7月10日开始集训。希望经过这
段时间的训练，能够在第七届州运会上取得好成绩，为
瓮安增光。”

跆拳道项目多年来一直是瓮安代表团的强势项目，
在跆拳道项目的训练现场，运动员正在进行基础的体能
训练。据该项目的教练介绍，部分运动员曾经参加过上
一届的运动会，积累了一些比赛经验。今年针对集训时
间短的情况，加大了训练强度，目前正在调整运动员的
身体状态，加强技战术和对抗方面的练习。 “这一次
的准备比较充分，吸取了上一次州运会的经验，也有许
多的改善，这一次希望拿到更好的名次，为瓮安争
光。”跆拳道项目运动员谭琪泷说。

游泳同样是瓮安代表团的强势项目，在游泳馆内，
教练正在对运动员的技术动作进行指导。为了在这一届
的州运会上取得好成绩，参赛运动员每天都要接受长时
间的高强度训练。

据了解，黔南州第七届运动会目前已确定参加比赛
的瓮安代表团运动员共有676人，比赛共设置了群众体
育组和竞技体育组20个大项，354个小项，瓮安县代表
团将参加本届赛事的部分项目比赛。

（本报瓮安记者站 李航 黄丹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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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羽超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22732MA6HURX191）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减资，注
册资金由人民币伍佰捌拾捌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壹佰万元
整，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报债权债
务,特此公告。

贵州省羽超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1日

减资公告

本报讯 “抱起来，就一脚传……”
连日来，平塘县运动健儿们集中训练，全力备战黔南州

第七届运动会。
在平塘县公共体育场足球场上，运动员们相互配合，在

教练员的指导下进行紧张的训练，力求在比赛中把技术水
平、团队合作发挥到极致，取得好成绩。

青少年组足球项目运动员石荣宇说：“教练教我们发边
线球、长传球，做一些二过一的配合，通过集训，我们增强了
团队配合能力，我希望在足球比赛中能进前四强。”

足球教练文继蓬说：“我们县这次参加六个组别的比
赛，我们从六月初开始在各个学校选拔队员，现在正在积极
备战当中，希望能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高抬腿、登阶梯……田径队员们不时喊着加油的号声，
以此来鼓励自己和队友。

田径运动员王振霖说：“虽然很累，但是痛并快乐着，因
为这里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朝着同一个目标奋进，感觉很
快乐。能代表平塘去参加比赛我感觉很荣幸，我希望能把
教练教给我们的技巧用到赛道上来，展现平塘的风采。”

据了解，平塘县选派 358名运动员，分别参加散打、拳
击、足球、篮球、田径等项目比赛，目前正开展集训备战。

平塘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为了保障
运动员能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比赛，县文旅局积极与州工作
组做好工作衔接及参赛器材的准备。在参赛期间为各代表
队提供了保险办理、交通、食宿安排等后勤保障工作，督促
各参赛队做好训练，争取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本报平塘记者站 石祥强 张念 卢沫楠 摄影报道）

本报讯 7月17日，我州遭遇强降雨天气，雷暴雨导致部分
电力设备受到损坏。7月 18日清晨，南方电网贵州都匀供电局
立即组织开展抢修，积极为雷暴雨导致用电受到影响的用户恢
复送电，确保百姓生产生活用电。

17日夜，雷暴雨极端天气发生后，都匀供电局第一时间组
织开展故障巡视及隔离，尽量缩小供电受影响的范围，同时周密
安排抢修计划，调集物资，提前做好天亮后抢修工作方案。18
日清晨，各党员突击队带领抢修人员第一时间赶往故障点进行
抢修复电。

在长顺县威远片区，长顺供电局工作人员正奋战在抢修现
场。“昨晚灾情发生后，我局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制定抢修方案，
今天一早我们就立即对受损线路进行恢复性抢修，预计在 7月
18日 17:30之前结束抢修，保证老百正常生产生活用电。”长顺
供电局生产技术与规划部专责陈享说道。 （王露 龚雅琴）

南方电网贵州都匀供电局雨后紧急抢修保供电

本报讯 7月16日，由州交通运输局主办，州交通建设养
护发展中心、都匀市交通运输局承办，州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协办的农村公路边坡坍塌应急抢险演练在都匀市举行。

此次演练以“强化安全生产·构建平安交通”为主题，演
练模拟都匀市X922团寨至摆忙公路K5+700处因连续强降雨
发生上边坡坍塌、交通中断险情，市交通运输局接到水毁应急
信息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抢险人员和设备赶赴现场进
行管控处置，迅速清理塌方、有序恢复交通。各演练应急小组
行动有序、配合默契，顺利按照方案完成所有规定科目和内
容，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州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提出，全州交通运输系统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
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思想，不断强化
交通运输行业安全管理工作水平，努力构建“平安交通”大环
境。 （甘静 吴紫花）

我州举行农村公路边坡坍塌应急演练

在距离贵州省瓮安县城 70公里，距离珠藏镇东南 5公里处
桐梓坡村，坐落着当地土豪施汝舟的一座复合四合院——施家
大院，其面阔九间，青瓦屋面，屋前有一颗古松柏，下临田坝。
这是中央红军进入黔北建立的第一个农民政权和武装——桐
梓坡农会和游击队驻地旧址。

1935年 1月，红军“突破乌江”后，遵照“猴场会议”精神，以
瓮安县猪场(珠藏)桐梓坡为基点，将革命势力向周边延伸。积
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革命活动。

1935年1月6日，红五军团渡过乌江后，破坏了江面上的浮
桥，立即分兵驻守孙家渡、江界河及沿江可能的渡河点，加固了
之前敌军构建的防御工事，保障红军大部队在遵义休整期间南
面的安全，敌人的小股部队追到江界河岸边时也只能望江兴叹
了。根据猴场会议决定，大力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开始了“赤化”黔北，1935年 1月 12日，红军在桐梓坡土豪施汝
舟家门口田坝召开了万人大会，成立了“桐梓坡农会”和“桐梓
坡红色游击队”，选举陈金榜为农会主席、杨发顺为游击队长。
并授红旗一面，马刀两把。红军、农会、游击队等机构设在土豪
施汝舟家宅院内。桐梓坡农会和游击队是红军离开苏区后在
长征路上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武装组织，其政治意义和革命影响
极为深远。

为广泛宣传革命道理，红军在桐梓坡一带写了不少标语，
如在施家厢房楼上写了“ * 民党说他抗日，为什么把东三省送
给日本？”“工人农 * 合起来打土豪”“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等。桐梓坡农会
和桐梓坡游击队
是红军离开苏区
后在长征路上建
立的第一个革命
武装组织，其政治
意义和革命影响
极为深远。

桐 梓 坡 农 会 遗 址

1935 年 4 月 10 日，中央红军红三军团由青岩经长
田、转取广顺县首先进入县境。他们经改尧、思京抵中
院，在中院兵分两路向广顺县城进军，一部走凉水、巴茅
哨、磨场、平寨、打破碗、海马塘；另一部走翁稿、四
寨、上坝、墙脚。下午三点，红三军团由海马塘、墙脚、
云上、盐井、文昌阁等多路向广顺城发起攻击。广顺县保
卫副指挥官程仲凡带领部分保卫队员妄图阻止红军进攻，
负隅顽抗。红军把广顺城包围得水泄不通， 一时杀声四
起，枪声大作，程仲凡见状不妙，骑上大马，从南场往四
格田方向逃窜。刚逃到观音塘，红军枪声更密，惊慌之
中，从马背上摔下来，头部及右眼碰得鲜血淋漓，正欲挣
扎，被红军先头部队将其生擒。保卫队见红军来势凶猛，
不可阻挡，纷纷把枪一丟仓惶逃跑，惟有兰保妹、毛老四
等数名保卫队员，逃到但家花园后，继续顽抗，全被红军
击毙。三点半钟，红三军团全部攻占广顺县城。随后，红
五军团沿翁贵、改尧一线向广顺进军，并抵达广顺县城。

同日，红一军团在攻占定番后，由鸟落关进人长寨县
境，于当日午夜攻占威远，随即沿谷增、土地关山间小路
向长寨县城挺进。逼近长寨县城，红军部队高举火把，高
喊着“冲啊！杀啊！”兵分三路从东门、北门、西门向县
城发起攻击，瞬间红军就顺利地攻占了长寨县城（今长顺
县城）。红一军团在长寨县城稍事休整，即沿磨谢、大
坝、城武、营盘方向继续西进。

中央纵队（含红一军团一部分）则从定番的大龙、谷
种等地进入广顺县境，沿格正、沙坑、生联、种获、猛
坑，往象寨、摆帮、班麻、麦告方向挺进。

4月1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移到长寨以西及西南地
域，并按朱德电令，分两路纵队，红一军团及中央纵队为
左纵队，红三、红五军团为右纵队，分别向紫云、安顺县
境挺进。此后，中央红军走向云南，走向陕北，胜利地实
现了空前规模的战略大转移。

中央红军攻占长寨、广顺两县后，为扩大中国共产党
的影响，向广大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说
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在两县城中，红军对老百姓态度平
和，纪律严明。在广顺，红军把世代为官、欺压百姓、鱼
肉乡民的大地主吴炳亲、郑相琴、金明斋家的仓库打开，
将衣物、粮食分给穷苦人民，并将当地的一座碉堡付之一
炬。在广顺南场召开群众大会，宣判了平时无恶不作的县
保卫副指挥官程仲凡的罪行，并在会后立即处决。在长
寨，红军打开了大地主殷乐山、周成斋家的仓库，把粮
食、衣物、猪肉分给穷苦人民。红军未来之前，国民党政
府企图用谣言诬蔑等手段离间红军与群众的关系，诬蔑红
军“共产共妻”“杀人放火”，把红军诬蔑为“匪”，用

“烧杀掳掠”等谣言恐吓群众，致使群众惶惶不安，有的
甚至弃家外逃。针对敌人的挑拨，红军占领长寨、广顺两
县后，即到处演讲，书写张贴标语，宣传“红军是工农自
己的队伍”“红军是干人的兄弟”等（干人指的是穷苦百
姓）。同时，打富济贫、除霸扶民，以实际行动影响群
众、感化群众。红军在长寨县城时，看到城中居民阎正华
家比较贫困，红军将一床棉被、一床毯子、20公斤猪肉
送给他家，阎正华一家感激不已。在摆所偏坡院，罗建初
住的是落地棚，盖的是秧被，生活极为困苦，红军见状将
一床棉被送给他家，罗建初感动得热泪直流。红军过广顺
时，部分群众外逃躲避去了，家中空无一人，红军就将一
袋袋粮食送往穷人家里，并帮助喂猪、喂牛。在摆省，红
军吃了陈家一坛酸菜后，即将三枚铜元放在坛子盖上；因
不小心把陈老乔家一只烧火三脚弄断了，红军就将三枚铜
元捆在三脚上以示赔偿。红军的这些行为，使国民党的谣
言不攻自破，许多跑出去躲避的群众回来了。过去由于对
红军不了解，害怕、畏惧红军的群众和红军打成了一片，
群众和红军之间心相通了。

红军过改尧（今白云山镇）时，红军伤员吴尚友被安

排住在改尧刘秦氏家。红军走后，国民党追查得很紧。为
了保证红军伤员的安全，刘秦氏一家冒着杀头的危险，将
吴尚友送到栗木坡山洞里藏起来，每天送水送饭，用茶叶
熬水给伤员洗伤口，直到伤愈。红军伤员刘廷九病重不能
行军，放在煤井韦秀芝家里养伤，一直养了三个月。后来
一个国民党军队的连长带人去盘查，由于韦秀芝视红军为
亲人，多方保护，刘廷九才没有被抓去。不仅如此，群众
还争相为红军带路、做事，有的参加了红军，踏上革命的
征程。广大群众真正把红军看成自己的队伍，看成是“干
人”的兄弟了。1935年 4月 13日，在中央红军主力陆续
离开县境后，尚有小股部队在“干人”兄弟的帮助下，由
定番县的卢山进入茅山，由中坝的杉树桥、上板虫、下板
虫进入鼓扬的田哨和大地，再由田哨经王家坪、长冲大
地、大坝、一直送出紫云县的尅混乡境。

1935年 4月 17日，红一方面军团一师二团经过惠水
断杉、王佑、长安进入县境代化，一部分进入交麻格凸
河 ，进入紫云羊场，另一部经敦操、黄花寨进入紫云。

红军长征过长顺，走过今全县 1个街道办事处、5个
镇、1个乡，112个自然村寨，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天，他
们所到之处打富济贫，除霸安民，以实际行动影响群众，
感化群众。红军的行为，使国民党的谣言不攻自破，红军
和群众心相通了，红军得到长顺群众的大力支持，同时，
也给长顺人民留下极为丰富、极为宝贵的财富。有保留下
来的红军标语和许多感人的红军故事仍流传至今。在长征
中，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
德、邓小平等曾踏上长顺这块土地，人民共和国的许多开
国元勋曾途经长顺。在长顺期间，红军指战员们几乎走遍
了县境，留下了光辉的足迹。有的红军战士，甚至长眠在
这块土地上。红军的英雄业绩和革命斗争精神，永远铭心
刻骨在长顺人民的心中。

（长顺县档案史志局 供稿）

中 央 红 军 过 长 顺

平塘健儿刻苦训练全力备战州运会平塘健儿刻苦训练全力备战州运会

本报讯 州卫健局采取四项有力措施，推进和谐医患关系
构建，进一步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不断提高
我州卫生健康工作水平。

强化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我州在全省率先成立由司法、卫
健行业人员组成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时有效介入医
疗机构调解医疗纠纷。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以来，截
至目前共受理医疗纠纷调解申请30件，调解达成赔（补）偿协议
30件，调解成功率100%。

强化治安防范能力提升。在院内配齐配强医疗机构安保
力量和安检基础设施，强化“人防、物防、技防”三防齐抓。目
前，全州 24 家二级以上医院设立警务室 24 个，配备安保人员
425名，3家三级医院已安装院内安检系统。

强化医疗行业综合监管。深入开展医疗行业专项整治行
动，重点查处不规范诊疗、乱收费、术中加价、欺诈医疗、医托、
医疗废物、放射卫生等违法违规行为。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以
来，检查医疗机构4212户次，查处违法案件124件、结案121件。

四是强化宣传引导氛围营造。加强与新闻媒体的宣传合
作，通过医院网站、微信公众号、宣传栏等做好宣传引导和医学
科普知识推送。 （梁博能）

州卫健局采取有力举措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足球训练足球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