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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龙里县冠山街道平西村认真组织实施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深入实施主题科普、科普惠农兴
村、乡土人才培育、生态宜居“四大科普行动”，广泛动员和组织
广大科技工作者大力开展农村科普宣传、技术推广、技能培训、
人才服务等活动，为促进平西农业技术进步、提升农村群众科学
素质和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施主题科普行动，助力乡村振兴。围绕“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主题，广泛开展“3.18”科
技日、5月科技活动周等科普宣传教育活动，大力普及油茶、蔬
菜种植和生猪、山羊养殖等技术，采取“党小组+自治理事会+联
户长+志愿者”模式，制定平西产业发展规划，帮助村民养成科
学健康的生产方式，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养，为乡村振兴提供精
神力量。

实施科普惠农兴村行动，助力农业技术进步。设立扶志基
金，采取“三奖一提、以点带面、榜样示范”的方式，建立有突出贡
献、较强示范作用、辐射性强的20户科普带头人档案，用产业发
展基金支持他们发展产业，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科技兴农、科技致
富的积极性，较好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技术进步，大大增
强科普工作的公共服务能力。

实施乡土人才培育行动，提升农村科普服务能力。利用新
时代农民讲习所和贵州颐光公司科普基地，大力开展油茶种植、
生猪养殖、家禽养殖等技术培训，着力培养具有科学文化素质、
掌握现代农业科技、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和
农村实用人才。不断探索创新科普服务内容，采取课堂培训+
基础务工的方式，根据理念学习得分和实际操作情况，实行务工
报酬 80元/天、100元/天、120元/天的差额制，不断提高群众学
习种植养殖业技术的积极性、主动性，极大地方便了群众获取科
技信息和运用新技术。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提高农民科学素质。围绕“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的乡村建设目标，着力实施“清垃圾、清杂物、清污水、
清陋习，美化、绿化、亮化、净化”的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制定平西
村树文明观、做文明人、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建文明村的“五个
文明”，提高村民文明素质。以移风易俗为着力点，加强科普宣
传资源的开发与共享，广泛组织开展经常性、群众性科普宣传教
育活动，营造文明向上的良好氛围。 （田垚 王燕 摄影报道）

龙里县平西村

实施“四大科普行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

本报讯 为更好的发
展刺梨产业，在秋收来临
的季节，8月10日，龙里县
特别邀请了贵州刺梨协
会理事长、贵州大学教授
樊卫国为龙里的刺梨产
业问诊把脉。

当 天 ，在 龙 里 县 政
协、县科协、县林业局相
关负责人的陪同下，樊卫
国教授先后来到谷脚茶
香刺梨基地、刺梨苗木
地、恒利源企业等地现场
开展调研并指导工作。

谷脚镇茶香村属于
贵州省林业生态示范村，
也 是 贵 州 刺 梨 种 植 基
地。走进这片千亩刺梨
基地，到处弥漫着刺梨酸
甜的香味。现正值刺梨
采收、加工季节，骄阳下
樊卫国教授仔细观察了
刺梨的生长情况，根据当地的气候及土壤特点，现场指导
了刺梨的病虫害防治、管理技术要点，对采收后刺梨基地
的除草、剪技管理给予指导，并要求刺梨基地决不允许用
除草剂等农药，提出用种植草代替除草方法，做好龙里刺
梨优质品牌，并对企业“一对一”问诊把脉、处方下药，对
刺梨企业提出了加强种植基地管理、搞好产品加工开发
等意见和建议。

樊卫国教授表示，茶香村种植刺梨条件非常好，要不
断的提高刺梨标准化管理、采收、加工水平，把刺梨产业
做强做优。

此次现场培训指导，内容丰富，通俗易懂，进一步提
高了果农的刺梨技术和基地标准化管理水平，更加坚定
了种植户及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做优刺梨产业的信心
和决心，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生产经营效益。

（陈绘宇 摄影报道）

专家问诊把脉助推龙里刺梨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为搭建黔南地区泌尿外科同仁学术交流与沟通的
平台，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规范的专科诊疗、提升黔南州泌尿
外科诊疗技术，近日，由黔南州医学会主办、黔南州人民医院承
办的黔南州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成立大会在都匀市举行。

来自省内、省外泌尿外科专家，各个州级医院及县、乡镇医
院泌尿外科医师近 100余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由全体到
会的黔南州泌尿外科同行进行现场投票，选举产生主委1人、副
主委4人、秘书2人、常委21人、委员61人，并于现场颁发聘书。

此次黔南州泌尿外科学分会的成立，是促进黔南州泌尿外
科医疗事业提升的良好契机，大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提升了黔南
州泌尿外科界的凝聚力，也为今后省内外前沿学术交流推动黔
南州泌尿外科领域诊疗水平的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贾锐)

黔南州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成立

本报讯 8月3日至10日，2021年贵州省青少年足球锦
标赛在六盘水市高中教育城举行，代表黔南州出赛的都匀

一中男子足球队在男子甲组比赛中，以15个净胜球，未失
1球的记录，连续四届蝉联贵州省青少年锦标赛男子甲组冠
军，创造贵州省开展该项运动以来最长的连续夺冠记录。

在为期 7天的激烈角逐中，都匀一中男子足球队小组
赛先后5:0胜铜仁代表队、5:0胜毕节代表队、2:0胜贵阳代
表队，半决赛以 1:0击败六盘水代表队，决赛 2：0再胜贵
阳代表队，勇夺男子甲组桂冠。此外，通过此次赛事，今
年该球队共有 7人获国家一级运动员证书、11人获国家二
级远动员证书，为足球特长生今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次赛事，是由贵州省体育局主办，贵州省足球协
会、六盘水市体育局、钟山区人民政府承办的一项青少年
大型体育赛事，全省共有 32支代表队近 800名运动员参加
了 4个组别共计 78场比赛。比赛期间，各代表队严格遵守
大会纪律，文明参赛。运动健儿们发扬体育精神，斗志昂
扬，奋勇拼搏，充分展示了新时期全省青少年的精神风貌
和足球竞技水平。

（王晓峰 陈海 摄影报道）

都匀一中男足勇夺贵州省青少年锦标赛冠军

本报讯 近日，省教育厅下发通知，根据《省教育厅办公
室关于开展 2021年省级示范幼儿园第二次评估及复查升类
工作的通知》要求，省教育厅组织专家组对贵阳市实验幼儿
园未来方舟博学分园等 19所幼儿园进行了省级示范幼儿园
第二次评估，我州都匀市第四幼儿园被评为省级示范幼儿园
（二类），长顺县第一幼儿园、罗甸县莲花幼儿园、平塘县第一
幼儿园被评为省级示范幼儿园(三类)。

评估及复查工作中，专家组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采取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查看、问卷调查、小组座谈、个
别访谈、跟班半日活动等多种方式，对照评估标准，对参评幼
儿园管理工作、教育工作、卫生保健、办园成效、家长工作等
进行了全面评估。 （李玥玥）

我州又有4所幼儿园
被评为省级示范幼儿园

本报讯 日前，州内各高校组织了 150支近 3000名以大学
生为主体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通过宣传党史、为民办
实事等形式深入乡村、社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志愿服务活动，在
实践中知社情、接地气、增本领，用青春力量为乡村振兴服务出
力。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2000余名学生组成的 84支实践团队根
据专业特色，紧紧围绕党史学习教育及乡村振兴战略，开展包括

“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推广普通话”、“禁毒防艾宣传”、“普
法宣传”、“党的理论宣讲”等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落实“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将“我为群众办实事”的
精神融入社会实践活动中。

黔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工程与设计系实践团队充分发
挥专业优势，深入三都自治县部分乡村开展“我为乡村做设计，
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学生们以当地农产品“原生态”为主题，结
合茄子、鹌鹑蛋、李子、辣椒等产品特点，用简单易懂的文字、引
入注目的色彩来制作包装设计，从而吸引客户，增添产品特色。
同时，学生们还围绕美丽乡村、民族团结等主题，完成构思巧妙、
生动形象的墙绘作品，为村容村貌注入新活力。

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三下乡”实践团队深入荔波县
朝阳镇开展“助力乡村振兴、送医药下乡”活动。活动中，医学专
业青年学生们为村民们进行健康检测，开展夏季卫生常识和新
型冠状病毒预防宣讲，向村民普及医疗健康和保健知识，特别为
高龄独居老人提供测血压、测血糖、测身高及体重体检等服务，
提高村民对慢性病知晓率和预防疾病意识。同时还向当地村
民、儿童们进行了禁毒防艾、生态环保、反性侵教育宣传等。

黔南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实践团队在暑假期
间来到贵定县乡村振兴驻村联系点、易地移民搬迁安置社区等
地，以学业辅导、推普教育、亲情陪伴、自护教育、素质拓展等形
式，开展了“情暖童心·圆爱工程——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教
育关爱帮扶志愿服务。同时，学生们还用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进行民族团结进步成就和政策宣讲、法制宣传和禁毒
防艾宣讲等活动，以实际行动助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美丽乡
村建设。 （周教文）

黔南高校学子暑期“下乡”忙

据贵州省卫生健康委消息，截至2021年8月5日，全省累
计接种2163.77万人、4057.84万剂。目前，我省正在有序推进
15岁以上人群大规模接种工作，并将于 9月启动 12-14岁人
群接种，确保适龄无禁忌人员应接尽接、应接快接。

省卫生健康委疾控处处长胡洲介绍：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是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我省把疫苗接
种作为当前疫情防控的重要任务来抓，坚持政府主导、条块
结合，全社会动员，多举措确保接种工作安全、有序推进。

一是提升接种能力。各地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固定接种
点资源的基础上，采取设立大型临时接种点、组建移动接种
队、延长服务时间潜能等方式提升接种能力，全省共设各类
接种点1900余个，日最高接种能力达116万剂。

二是完善接种服务。针对“一老一小”的人群特点，我们
通过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开通爱心巴士、为高三毕业生开通
绿色通道、为学校等团体开通预约方式等措施，打通服务群
众接种的“最后一公里”。

三是提高接种意愿。近期，省卫生健康委同省教育厅发
起了“小手拉大手，全家总动员”的号召，并向高三毕业生发
布了疫苗接种倡议书，通过校地联动，学生带动家长，推动和
倡导疫苗接种。

四是确保接种安全。省级成立了由省医、贵医和遵医牵
头的三个救治组，每组 37人进行分片包干。全省共成立由
2063名专家组成的救治专家组，负责不良反应医疗救治培训
指导。全面统筹优质医疗资源和医疗力量负责救治保障工
作，组织二级以上医院划分责任区域，严格落实接种点“四
有”措施，即有急救急诊人员、有急救设备药品、有急救车辆、
有急救绿色通道，让群众安心放心接种。

省卫生健康委专家提醒：研究显示，我国生产的新冠病
毒疫苗对德尔塔变异株依然有保护作用，广大群众在没有接
种禁忌症的情况下，要尽早完成疫苗接种，为构筑我省免疫
屏障贡献一臂之力。当前国际疫情防控情况不容乐观，疫情
在境外多国多点暴发，迅速蔓延，给我国疫情防控带来巨大
的不确定性，广大市民要继续做好个人防护，进入公共场所
科学佩戴口罩并配合体温监测，保持勤洗手、常通风、保持安
全社交距离等良好卫生习惯，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持续关注国内疫情动态变化及各地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
者行动轨迹。合理安排出行，建议不出境，不前往疫情重点
地区。如确需前往，请提前了解当地防控要求，始终保持警
惕、严密防范，做好个人防护。 （贵州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

贵州9月启动
12岁至14岁人群接种疫苗

实践队成员包装菌棒实践队成员包装菌棒

实践队成员了解菌棒的种植方法实践队成员了解菌棒的种植方法

专家到刺梨基地现场指导专家到刺梨基地现场指导

油茶种植技术培训现场油茶种植技术培训现场

近日来，贵州大学科技学院“科院情·励志行·中国梦”暑
期社会实践服务团走进惠水县雅水镇大龙村，实践团乡村振
兴实践队、理论宣讲实践队、义务支教实践队等 7支队伍围
绕党史学习、乡村振兴、理论宣讲、义务支教等多个方面，走
进群众、走进乡村，在服务乡村的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
干、做贡献。

服务农村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由于食用菌的保质期比较短，即便是采摘完后马上送

到冷库储藏，也会有部分食用菌由于各种原因无法销售，因
此我们在基地附近进行鸡鸭养殖，将过剩的菌菇作为饲料，
发展第二产业，这是国家扶贫产业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基地
负责人段女士说道。

实践队成员在雅水镇大龙村食用菌种植基地负责人的
指导下近距离观察菌棒，学习包装菌棒以及菌菇的种植方
法，利用一下午的时间帮助村民把500株菌棒按照要求在棚
内摆放整齐。

“菌菇以玉米棒、稻草、小麦等为主要养料，种植最佳温
度在 21摄氏度—22摄氏度，一个大棚一天可生产 1000棒菌
菇。”实践队成员刘文厅表示，只有实地参观调研，了解扶贫
产业项目的发展情况，才能切实的用实际行动帮助到当地村
民，这是他作为三下乡志愿服务团成员的最大收获。

理论宣讲进乡村，文明实践助发展
实践队的20位成员采取挨家挨户上门宣讲，和村民“摆

龙门阵”，分发海报、宣传册，播放宣传视频等接地气的形式，

与村民聚坐一堂，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视频向群众解说习近
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等知
识，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乡村振兴政
策等内容的要义。

“7月1日那天，我一大早就起来观看习近平总书记的讲
话，我能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我感到特别骄傲和自豪。”在宣
讲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的过程中，一位大龙村村民激动的讲道。

“开展此次理论宣讲活动，主要是想帮助村民加深对党
史、疫情防控措施等相关知识的了解以及对时事政策的理解
和运用，助力乡村发展；也希望在实践中能够锻炼队员们的
团结协作、语言表达和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指导教师袁天
森讲道。

暖心支教行，筑梦成长路
“‘bike’，大家和我一起读，‘bike’”英语班班主任李家余

正在教授同学们简单的英文单词。
今年是贵州大学科技学院举办的第15年暑期义务支教

活动，此次爱心支教活动在雅水镇大龙村合爱小学开展。本
次共开设书法、英语、手工、声乐等 7个兴趣班，每日六节课
程。课堂上，各个班的志愿者教师向同学们讲授了素描基础
知识、手工制作技巧、歌曲演唱方式、书法中横与竖的区别等
内容。

开课前，义务支教实践队成员前往大龙村交同组、洋泗
组等各村民组挨家挨户，与家长进行面对面的招生宣传，引
导各户家长带领孩子前往服务团摆点处进行报名，填写招生
报名表，让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想参加的课程。
实践团共计走访157户，122名小学生报名参加。

在结束一天的教学任务后，志愿者老师结伴而行，将孩
子们安全送到家里。“经过一天的支教活动，我深刻体会到教
学的不易，但是当看到他们天真烂漫的笑容和软绵绵的声音
时，你整个人都会跟着一起融化了。”实践团成员彭开睿说。

在服务乡村中增本领 长才干 做贡献
——贵州大学科技学院实践队走进惠水县大龙村助力乡村振兴

文/图 张建伟 张耀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