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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县

农村垃圾集中收运 打造宜居美丽乡村

“虎虎生风贺新春”书画展开展

本报平塘记者站 石祥强 刘兴月 摄影报道

工作人员收集村里投放点垃圾
环境卫生综合整治事关民生福祉、群众生活质量。近
年来，平塘县全面推行农村垃圾集中收运处置这一民生工
程，启动运营 10 个城镇垃圾转运站，采取“村投点、镇收
集、县处理”的方式处理垃圾，同时将垃圾转运数据接入
“贵州数字化乡村系统”，对农村生活垃圾实行“打包”处
理，统一进城“消化”，实现了垃圾收运全覆盖，改善了居
民生产生活条件。
走进牙舟镇卡罗村，整个乡村的环境让人感觉到非常干
净、舒服。
一辆垃圾收集车正在忙着走村串寨，收集各个垃圾投放
点的垃圾，只见垃圾收集车将装满垃圾的密闭箱挂吊到车厢
上后随即运走。整个过程采取密闭运行，地面干干净净，周
围也无异味。
牙舟镇卡罗村村民曾凡兵说：
“有个垃圾桶在这里，现在
一有点垃圾我就会拿到这里倒，环境好、生活好，各方面就都
好了，
走到哪里都光彩，
走去哪里都安逸。
”
牙舟镇垃圾中转站工作人员孔祥雄介绍 ：
“我们每天都
用垃圾车到各村、组的投放点拉垃圾，然后运到中转站，各个
投放点的垃圾经过收拢集中，运往牙舟镇垃圾中转站进行压
缩处理。
”
跟随垃圾收集车，记者来到牙舟镇垃圾中转站，只见从
村里收集到的垃圾都汇集在这里进行第一步处理。
整车垃圾倒入压缩装置中，经过压缩装罐，体积至少缩
减三分之一，可以减少垃圾清运次数，提高环卫作业车辆使
用效率，待垃圾量达到最大容量后，将运往县城作进一步处
理。
“大概一天能够处理六、七吨左右的垃圾，装满一箱就运

垃圾中转站处理转运垃圾
往县城去处理。
”
孔祥雄介绍。
牙舟镇垃圾中转站位于卡罗村，建有水平式压缩垃圾转
运站 1 座，渗滤液收集系统、计量系统、垃圾压缩车间、办公
室、操作室、环卫工人休息室、停车区等辅助设施，配置相应
转运设备、供配电、给排水、场区道路及环境绿化等，日处理
垃圾量能达到 30 吨。同时，中转站严格按照环保标准处理
垃圾带来的废水、废气，
避免二次污染。
从牙舟镇垃圾中转站到平塘县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记
者看到负责收集各个乡镇和县城区域垃圾的大型垃圾压缩
收集车有序驶入中转站。
“这里基本上每天处理的是县城垃圾和各乡镇拉来的垃
圾，经过压缩、装箱，然后拉到墨冲发电厂进行焚烧，现在基
本上每天日处理量是 100 吨左右。”平塘县生活垃圾压缩中
转站工作人员陆国艳说。

自 2019 年以来，平塘垃圾中转站相继建成投入使用，全
县共新建 9 个垃圾中转站，加上县城 1 座中转站共计 10 个垃
圾中转站。项目建设及设备购置总投资为 7500 万元。同
时，全县的垃圾清运数据也接入了“贵州数字化乡村系统”，
真正实现了所有自然村的垃圾清收覆盖。
“村投点、镇收集、县处理”，完善的垃圾处理流程，提高
了工作效率，让乡村更加美丽、城镇更加整洁，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得到了提升。
平塘县生活垃圾压缩中转站站长毛泽平说：
“自从平塘
县垃圾清运数据接入贵州数字化乡村系统以来，我们争取每
天进行各垃圾清收布置点的清运工作 。这个系统最大的特
点就是省里能对清运车辆 5 天内的清运轨迹了如指掌，做到
应控实控。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工作力度，打造舒适宜居的
乡村环境，
为乡村振兴营造美丽整洁的环境。
”

长顺：

军警联合巡逻 守护平安和谐

本报讯 1 月 3 日，瓮安县“虎虎生风贺新春”书画展正
式开展。
近年来，一大批知名艺术家多次来到瓮安，深入基层，走进
社区、乡村、学校，开展“到人民中去”文艺扶贫志愿服务、
“多彩
贵州山地文艺轻骑兵”走基层等主题实践活动，并在工作指导、
项目扶持、资金支持、人才培训、活动开展等方面给予瓮安大力
帮助，推动了瓮安县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瓮安县广大文
艺工作者和书画爱好者勇于担当使命、积极主动作为，
把艺术理
想融入到瓮安围绕“四新”主攻“四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中，在新征程上接续奋力书写，用文艺作品展示瓮安红色文
化、讲好瓮安精彩故事，通过艺术之美增强瓮安的感染办、影响
力、吸引力，
用书画、诗歌、散文等丰富的文艺形式书写瓮安精彩
故事，
为瓮安高质量发展助力添彩。
据了解，
本次书画展由贵州省书法家协会指导，
中共瓮安县
委宣传部、州书法家协会、瓮安县文学艺术联合会、瓮安县政史
委、州政协书画院主办。从 1 月 3 日至 2 月 7 日展出，
展出的作品
共 120 余幅，其中瓮安县书法家协会学员作品 80 余幅，特邀书画
名家作品 37 幅。
图为市民认真观看展出作品。
（本报瓮安记者站 罗吉麟 韦东良 摄影报道）

长顺县举办第三届
“溯源问道·墨润顺城”书法临帖展
本报讯 1 月 8 日，以“溯源问道·墨润顺城”为主题的长顺
县第三届书法临帖展在长顺县体育馆展出，旨在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传承书法艺术，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提高广大书法爱
好者对传统书艺的认知能力、审美眼光与创作书写水平。
活动中，
市民认真观看展出的作品，
参展作者和书法爱好者
们三五成群讨论参展作品，
相互交换意见，
互相学习进步。此次
书法临帖展，以清代之前的书法经典作品为临帖对象，共有 52
幅作品参展，
传统五体中篆、隶、草、楷、行一应俱全，
吸引全县众
多的书法爱好者前来参观。
市民杨杰说：
“今天带孩子来看书画展，从小培养孩子对传
统文化知识的了解，
书画展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
孩子看了也很
喜欢，
也想再进一步去加强对书法的熏陶和学习。
”
据悉，此次共收到参展作品 258 幅，经专业的评审后评出 52
件入展，其中成人组优秀奖 10 人、成人组入展奖 9 人、学生组优
秀奖 12 人 、学生组入展奖 21 人。
此次书法临帖展充分展示了长顺县文化艺术建设成果，传
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和促进长顺书法事业的发展，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幸福感。
（本报长顺记者站 黄静 李富瑜）

重点路段配置警力进行值守
本报讯 连日来，长顺县人武部联合县公安局、县武
警中队加强安全巡逻，组成巡逻队走上街头，对长顺县城
进行常态巡逻，切实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提高社会面动态
管控能力。
巡逻队主要采取步行的方式，围绕城区重点路段开展
巡逻，加大巡逻密度，提高见警率，快速打击违法犯罪，整
治交通环境，严查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对群众反映的违法
情况及时调查处理，有效消除城区内存在的安全隐患，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长顺县巡逻特警大队副大队长李龙辉介绍：
“ 我们按
照工作部署，一是安排警力警车开展 24 小时不间断巡逻，
形成‘警力全覆盖、警务无盲区、防控无死角’的社会治安
大防控工作格局，二是在重点路段，合理配置警力进行值
守，并制定突发事件预案，确保面临突发情况时能够迅速
集结，
快速处置，
尽全力保障市民安全。
”
通过军警定期开展联合巡逻，加强城区的管控力度，
进一步深化军警联防联控共同体机制，震慑各类违法犯罪
活动，形成军警联动常态化，为长顺县城治安、交通环境打
下良好基础，
保障辖区人民平安社会和谐。
（本报长顺记者站 黄静 李富瑜 摄影报道）

慰问退役军人 情暖患病老兵

巡逻队走上街头进行常态巡逻

本报讯 1 月 6 日，龙里县龙山镇莲花村村干部和龙山镇
退役军人事务站组织慰问组到莲花村付城堡组看望生病的退伍
老兵张周顺，并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送上了党和政府的温暖
和关怀。
据了解，1960 年出生的张周顺是一名参加过对越自卫反
击战的老兵，也是一名中共党员，一直以来他都怀着爱国拥党
之心，积极参加党组织活动。近年来张周顺的腰椎一直疼痛不
已，后去医院检查患了强直性脊柱炎，前段时间在医院接受了
手术，目前正在家休养。
慰问组来到张周顺家中，把慰问金和慰问品送到他手上，
他对慰问组表达了谢意。慰问组了解他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
后，嘱咐他要保重身体，鼓励他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积极战
胜病魔和困难。
此次慰问活动，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退役军人的关爱、关
怀，增强了退役军人的荣誉感、幸福感，也弘扬了龙里县拥军
优属的优良传统。
（王丽蓉）

龙里县

送禁毒知识进社区进农村
福泉四小为重病学生募捐医疗费
本报讯 近期，龙里县禁毒办牵头
省戒毒管理局两个拓展龙里工作站、都
匀强制隔离戒毒所驻龙里县戒毒延伸帮
扶站，来到湾滩河镇新龙社区，利用外
出务工人员返乡、农民农闲时机开展禁
毒教育宣传，吹响了龙里县 2022 年禁
毒宣传进社区、进农村的号角。
活动采取召开群众院坝会宣讲、悬
挂禁毒宣传横幅、发放 《致龙里县外出
务工人员的一封禁毒告诫信》 及 《禁毒
知识手册》、张贴 《种植毒品原植物是
违法犯罪行为》 公告、进入家庭讲解禁
毒知识等多种形式，向广大群众进行毒

品禁吸禁贩禁种宣传，让群众了解更多
禁毒常识、禁毒案例和禁毒相关法律法
规，有效助推农村构筑起反毒、防毒、
拒毒的“城墙”。
通过系列禁毒宣传活动，把禁毒知
识送到了田间地头，送入了百姓家中，
打通了禁毒宣传进社区、进农村“最后
一公里”，加强了外出务工人员、农村
留守老人和学生的识毒、防毒、拒毒能
力，获得了群众的称赞。
图为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禁毒相关
知识。
（本报记者 朱丽 摄影报道）

本报讯 一人有难众人援。1 月 4 日，福泉市第四小学在全
校开展“生命可贵、爱心无价”捐款活动，为该校学生陈某筹集
医疗费，全校师生及家长纷纷伸出援手踊跃捐款，共筹集资金
107775.79 元。
据了解，陈某是福泉四小三年级学生，一年前患病就医被
确诊为白血病，经医治重返校园，不久前病情复发，再次入院治
疗，高额的医疗费使其家庭陷入困境。校方获悉此事后，立即
发出捐款倡议，积极组织捐款，得到了全校 3000 多名师生与家
长们的慷慨相助。
当天，
校方将这笔爱心捐款交给陈某母亲。
（本报记者 曾宪华 实习记者 刘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