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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

本报讯 有一种情怀叫“退役不褪志、退伍不褪色”有一
种帮扶叫身体力行用心用力用情办实事。

近日，长顺县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驱车来到敦操乡、
睦化镇等地，向参战老兵带去了化肥、面、油、水果等慰问品，
为退役军人家庭送去关心和关爱，将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到
他们心中。

“孙队长，你们来啦,快来家坐。”
“最近身体怎么样？ ”孙桂林边放下东西边说道。
孙桂林如今是长顺县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的副队长，

在此之前，他一直以个人名义奔赴全县开展慰问老兵活动。
2020年 7月，长顺县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正式成立，将孙

桂林这类心系老兵的退伍军人召
集起来，组织大家以志愿者身份
继续参与志愿活动，以实际行动

诠释着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的军人本色。
自成立以来，县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始终围绕“双拥

工作”开展志愿服务，积极走访现役和退役军人家庭及优抚
对象；同时，多次走进社区、校园开展红色宣讲，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宣传退役军人或驻地现役军人在乡村振
兴、抢险救灾、志愿服务等工作中的先进事迹，营造“双拥”工
作浓厚氛围，充分发挥退役军人的责任和担当。

“能帮扶的帮扶，能扶一个算一个，我的想法就是这样，
以前是 10多户，现在有 50多户了。我们这个活动一般是从
年初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份中旬，接下来我们还要去代化、
广顺，还要持续一段时间。我们都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同时，也希望大家及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壮大我们志愿
服务队的力量。”孙桂林说道。

在开展志愿服务工作中，长顺县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

遵循社工专业服务理念，采取退役军人之间友爱互助、社区
群众积极参与、爱心人士广泛援助的志愿服务运作模式，围
绕帮扶解困、志愿服务、尊崇关爱等目标，积极探索新时期退
役军人志愿服务模式，稳步推进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为全县
退役军人志愿服务工作注入新活力。

“孙队长他们对我们也是很好的，经常来看我们，大事小
事都为我们操心，无论是哪个有困难，他都为我们解决，很多
时候他都自己掏腰包买东西来看望我们。”参战老兵朱顺合
说道。

退役不褪志，退伍不褪色，换装不换心，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志愿精神。下一步，长顺县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表
示，将持续开展好志愿服务，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常态化，为
长顺发展贡献退役军人的力量。

（陈明润 本报长顺记者站 宋恒婷 摄影报道）

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志愿精神

长顺县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用行动诠释使命担当

长顺县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慰问退伍老兵

长顺县退役军人志愿者服务队开展学雷锋活动学习雷锋精神，开展保护青山绿水志愿活动。

本报讯 为深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福泉市金山街道太平
村驻村工作队扎实做好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以及突发
严重困难户“三类人员”监测帮扶，重点做好因残、因病、因学脱
贫户和边缘户监测帮扶，防止群众因病因学返贫致贫。

福泉市金山街道太平村谷溪组脱贫户赵植与女儿相依为
命。女儿患有肢体和视力残疾，行动不便、视力模糊，却坚持凭
借微弱的视力在贵州应用技术技师学院努力学习电子商务。
面对身残志坚的女儿，父亲赵植心里五味陈杂，有对女儿的心
疼和欣慰，又有面对即将交纳的高额学费的焦虑。

太平村驻村工作队及村两委了解到该情况后，秉承为群众
办实事的工作理念，多渠道帮助父女俩解决生活及学习困难。
一是帮助赵植申请种姜的一次性补贴;二是帮助赵植申请公益
性岗位；三是联系其女儿就读的贵州应用技术技师学院，为其
争取更高档次的助学金;四是协调福泉市妇联、市残联对其女儿
进行帮扶。8月初，在福泉市残联的帮助下，赵植的女儿5000元
入学学费得以解决。当学费资助手续办理完后，赵植激动地说
道：“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下来了，多亏了国家和你们这些负
责的驻村队员，帮我解决了眼前的大难题，让我女儿能够继续
上学，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你们！”。

通过此次教育帮扶工作，太平村驻村工作队为困难群众送
去了炎热夏天的一缕凉风，极大的提升了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
感。 （吴泽娥）

福泉

用爱心点亮残疾女孩求学梦

本报讯“现在办理领取社保卡不用去人社部门、银行等多
个地方来回跑了，真是方便了许多。”张女士在政务大厅银行“一
站式”服务窗口领取了社保卡时激动地说。

瓮安县着力优化便民利民环境，发挥政务服务大厅业务集
中的平台优势，主动对接金融机构，首批与中国邮政银行瓮安支
行、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达成服务协议，两家银行进驻政务服务中
心大厅，设置社会保障卡业务办理窗口，打通社保卡业务系统和
银行系统优势融合，解决群众在办理社保卡方面的痛点、难点，
实现社保卡“一站式”即时办理。

参保人在申领社保卡时，仅需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就可
办理社保卡信息采集、照片修整、现场制卡、金融功能激活等全
部业务。社保卡遗失人员，也不用跑到银行去挂失，现场即可补
卡、换卡，减少群众两头跑的麻烦，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 （瓮宣）

瓮安

金融机构进驻政务大厅
实现社保卡“一站式”办理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校园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保障辖区
内各类学校顺利开学复课，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配合县
教育局、派出所、县卫健等部门对辖区内即将开学的各类学校
进行秋季开学复课评估检查。

检查组从人员摸排、健康监测、校门管控、周边环境、开学
准备及防疫物资准备、就餐管理、住宿管理、教育教学、宣传教
育、校园安全管理等方面进行检查评估，并对存在问题要求学
校限时进行整改。

通过本次检查，辖区各学校为秋季开学复课疫情防控做了
大量准备工作。在门口设立测温、消毒点，把好进校第一道关，
对来往人员实行登记备案；建立从业人员健康档案；对食堂进
行清洗消毒等。分局以这次联合检查为契机，在开学前后加强
对学校、幼儿园食堂的一些重点监管环节。按照餐饮单位日常
监督检查要点对各学校、幼儿园开学后进行常态化监督检查，
充分体现市场监管部门执法监管作用，确保广大师生舌尖上的
安全。

目前已完成全县2021年秋季学期开学前检查评估工作，为
保障开学复课后广大师生的健康安全打下基础。

（岑奎 谢雄）

长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合多部门开展秋季复学检查评估

本报讯 为大力培育技能型人才,全面提升劳动者的整体素
质，8月12日,瓮安县2021年第一期挖掘机驾驶员培训班在瓮安
县银盏镇开班。

瓮安县人社局按照“以培训促劳动力就业,以就业促乡村振
兴”的工作方针,从加大技能培训力度到打造乡村振兴技能力量
入手,把技能培训摆上重要工作日程,经过严格遴选,确定培训机
构,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这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涵盖挖掘
机、叉车、电工、家政、育婴师、养老护理、中式烹调、种植养殖等
近20个工种,预计培训6000 人次,目前,已培训4200人次。

通过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切实提高企业职工、就业重点
群体、脱贫劳动力等城乡各类劳动力的就业技能,促进“农民工”
向“农技工”转型,加快建设专业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助推全县乡村振兴,农民增收致富。图为培训现场。

（袁兴 摄影报道）

瓮安

加大职业培训 提升劳动技能

本报讯“现在政策就是好，培训班开
到家门口，白天上班晚上培训，啥事都不耽
搁”，平西村村民向泽菊对笔者说道。

“明年我也准备搞稻田养鱼，之前只是
看着别人搞，自己没技术，怕尝试，经过这几
天的学习，我对做好稻田养鱼充满信心”，鸿
运社区群众罗冬冬说。

近期，龙里县冠山街道各村（社区）晚上
热闹非凡，这是各村（社区）利用群众闲暇的

“碎片时间”开展“短平快”特色产业培训班，
培训班通过观看视频、邀请各类专家现场讲

解、召开田间地头课等方式，向群众教授稻
田养鱼、生猪养殖、辣椒种植等实用技能培
训。

此次培训主要围绕粮食生产及省12大
特色优势产业、州7大产业和县域内特色农
业产业（如辣椒、油菜、生态畜牧业等）开展
农业种植养殖技术、农产品加工技术进行针
对性实用技能培训，截至7月23日，各村（社
区）已完成各类工种培训 15期共 1100余人
次，其中建档立卡脱贫户 415户。图为“家
畜饲养员”培训。 （孙成燕 摄影报道）

龙里冠山街道

“短平快”技能培训让群众端稳致富“金饭碗”

杨东瞻烈士，山东省寿张县人，共产党员，1923年生，
冀鲁豫抗日第四中中学生。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
南下、西进到达都匀县，他被分配到都匀县二区（迎恩区）
区委任组织委员兼文明乡乡长。1950年 1月 21日与土匪
激战，不幸光荣牺牲，他是全县剿匪战斗中光荣牺牲最早
的一位同志。

我是在 1948年 5月认识杨东瞻的，那时组织上分配我
到长垣县六区工作，他是区里组织干事。从长垣县城到六
区所在地卢岗店，要步行30公里，那天到达卢岗店时，天色
已晚，一进区委会，迎接我的第一个人就是杨东瞻同志，他
非常和蔼可亲，问我是哪里人，读过书没有？我说我是杨
谷县人，读过抗日第四中学一分校。他一下高兴的站了起
来，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们是老乡（阳谷、寿张相隔125公
里），又是同学呀，我们好好的在一块战斗吧！”从此同志们
都知道我和杨东瞻既是老乡，又是同学。

这年6月下旬一天深夜，全区的干部战士紧急集合，区
长宣布：今晚的任务是到小菁南边王村抓还乡团长李 xx。
在行军路上，杨东瞻告诉我说：“这个区南半部是游击区，
还乡团经常在南边村庄活动。我们已经和他们打过几仗
了。”杨东瞻同志又关心地问：“小刘，你怕不怕？”我说：“我
参加工作都是在老解放区，没有打过仗，这是头一次呀！”
老杨说：“你跟着我就行了 ，不要乱跑动。”我说：“老杨，我
这支汉阳枪，才有5发子弹，还不知打得响打不响？”杨东瞻
说：“我喊你们打你们就打，一般用不着我们打。”转瞬间，
枪响了，区队战士打了一个排子枪，丢了手榴弹，冲进地主
院里，打起来了。战斗很快结束，区队押着活捉的还乡团
长和5个匪兵走出村来。

8月下旬，区委书记王玉同志召开全区干部会议，布置
在卢岗店搞土改试点工作，会上确定这个村土改由杨东瞻
同志负责。老杨分配我负责组织儿童团，第二天在斗争大
会上，杨东瞻同志用他宏亮的声音，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
土改政策，揭发了李老黑的罪恶，群情激愤，高呼“打倒地

主！”“土地还老乡！”等口号。诉苦之后，老杨宣布没收地
主李老黑的全部土地，扫地出门，并带领农协会会员在前，
妇救会、儿童团跟后。当走到地主家的大铁门前时，地主
家六七个妇女哭哭啼啼扭着老杨的手，阻挡着队伍的前
进。我着急的问：“老杨怎么办？”老杨说：“这是关键时刻，
冲不过去，斗争就要失败，就要给群众泼冷水。”他高呼一
声冲呀！甩开了地主娘们的纠缠，踢开了地主家的大门，
群众一拥而上，一会儿就搬出了地主的浮财，封了大门，土
改的头一仗胜利了。

1949 年 11 月 29 日，我们奉命西进到达贵州省都匀
县。杨东瞻同志立即被分配到二区（今迎恩）任组织委员
兼文明乡乡长。12月初杨东瞻同志到了文明乡后，便建立
乡人民政府，召开村保长会议，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布置征
粮任务。当时刚解放，征收粮食支援前线（四兵团进军云
南），保证军需粮食是压倒一切的工作。东瞻同志组织群
众、发动群众，白天晚上召集贫下中农开会讨论，听到群众
反映七、八两村有土匪活动，征粮工作很难开展，群众有思
想顾虑，东瞻同志感到情况十分严重。遂于1950年1月19
日下午回到城里向县委书记陈凤梧和组织部长窦建亭同
志汇报情况。当时李唤民、胡守正和我住在一个房间，听
到老杨来了，我们问他县委的意见怎样？老杨说：“陈书记
和窦部长说有土匪是真的，究竟有多少人？是谁领头？在
哪些地方活动？这些都不清楚，叫我回去发动群众，摸清
敌情再来汇报。”我们3人先后发表自己的看法说：“你回去
要千万小心，提高警惕，不要上敌人的当。”老杨说：“回去
召开干部会，分析一下情况，千方百计摸清敌情，摸不清情
况，绝不回来报告。”20日，天刚亮他就离开了都匀城，当天
回到文明乡。21日，带领队伍到瓮朗村召开群众大会，突
遭土匪包围，因敌众我寡，激战仅半小时许，杨东瞻等 7位
同志不幸光荣牺牲。此后，文明乡一段时期土匪猖獗，围
攻我县武工队、县大队，激战数次，又有县委事务长朱运景
同志牺牲，李怀璞、花向荣等同志负伤。直到 1950年 10月

份以后，人民解放军组织“铁壁合围”，才消灭了土匪。文
明乡广大人民群众为永远纪念杨东瞻烈士，1951年 12月 7
日召开群众追悼大会，悼念杨东瞻等烈士，并建立了烈士
纪念碑，将邦水生产大队命名为杨东瞻生产大队。现将纪
念碑文抄录如下：

吊唁
都匀县文明乡乡长杨东瞻烈士，为了求得人民的解

放，争取祖国的独立，尽早消灭卖国贼蒋介石，而毅然投身
革命，离乡别土、跨过大江，越过雪峰山，不远千里而来，解
放拯救我贵州人民的生命，转战南北，挺进西南，一路上风
扫落叶似的打得匪特一败涂地。但我贵州素为蒋、谷匪帮
统治多年，加上封建势力的浓厚，当我全省地区已宣告解
放之时，地主、特务不甘失败，竟大肆造谣，抢、杀、奸淫，百
般骚扰，残害人民，人民生活困难，日渐加深。为把土匪消
灭、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1949年12月杨乡长到我文明乡
时，值土匪猖狂，杨乡长等和群众密切打成一片，以视死如
归、百折不挠的大无畏精神，英勇顽强与匪周旋，在极其险
恶的环境下，坚持革命工作，积极领导全乡人民争取解
放。杨乡长等对群众态度和蔼、办事耿直、处处关心着我
们人民，实乃我人民的救星，为广大群众所敬爱。1950年
元月21日杨乡长等在九村瓮朗召开群众大会，突遭土匪包
围，因敌众我寡、激战半小时许、不幸光荣牺牲。杨乡长之
死是我乡人民之大不幸，可歌可泣！另有6位同志之牺牲
给我们邦水打开了局面，事迹辉煌，永垂不朽。我们今天
的翻身与杨乡长等烈士是分不开的，你们的精神永远活在
我们的记忆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你们。在中国共产党的
正确领导下，踏着你们的足迹前进，坚决为革命奋斗到底，
彻底消灭封建势力，为你们报仇雪恨，为感谢你们的恩情，
特立此碑作永远纪念。

1951年12月7日文明乡全体人民谨吊。
（作者：刘英明）

（都匀市档策史志局收集整理）

忆杨东瞻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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