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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州卫健局采取有力措施， 加快推进健康知识普
及，引导和培育各类人群广泛参与健康教育活动，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积极开展健康教育服务行动。依托网站、LED屏、楼宇
广告、微信、微博、宣传栏等平台，反复推送健康科普知识，
做到家喻户晓。2021 年来，发放健康教育资料 45 种 1336979
本，播放音像资料 33种 70049次 328154.76小时，2242个健康
教育宣传栏更新 11228 期，开展健康教育讲座 7923 次覆盖
206980人，围绕重要节日开展健康咨询活动 2677次，受益人
数305859。

抓实新市民健康新生活建设。以“新市民健康新生活”建
设为抓手，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居民普及健康知识和技能，
倡导安置点居民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截至
2021 年 11 月，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培训健康明白人 475
人，发放健康教育明白纸 4976份、实用工具 2241份、健康教
育处方 2998份，向居民定向推送健康信息 5121条，入户宣传
健康教育知识8686人次。

大力度推动健康知识进万家。联合州计生协会，充分发挥
基层公共卫生、计生协组织网络作用，以“健康素养 66 条”
为基础，组建家庭健康指导员队伍，深入城乡广大家庭积极开
展健康知识进万家活动，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促进
家庭开展自我健康管理。截至目前，绑定居民总人数 228183
人，居民活动次数 253次，参加活动 12187人次，定向推送信
息55281人次，入户走访102928人次。

（梁博能）

州卫健局

“三举措”有效推动健康知识普及

本报讯 近年来，平塘县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积极拓
展发展思路，设计推出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研学旅游线路，打
造体系完备、内涵丰富、形式多样、安全可靠的研学旅游项
目，不断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研学旅游活动体系，拓展学生
视野，让学生在游中学，在学中游。

在贵州桥梁科普馆，游客们认真观看古今中外桥梁的发
展轨迹，感受中国交通强国建设的伟大成就，感知中国桥梁
建设的贵州力量。

游客吴美婧感叹道：“贵州作为中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
支撑的省份，却在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上建起了 2 万多座桥
梁，这一座座大桥就像美丽的彩虹架在云端，通往五湖四
海。俗话说：‘世界桥梁看中国，中国桥梁看贵州。’在这里我
能够深切体会到‘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真正内涵，深受教
育，非常震撼。”

平塘县天空之桥服务区正因为天空之桥的雄伟壮观，以
及各具特色的研学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体验，同
时也吸引了一些公司前来合作。近日，贵州省中国国际旅行
社有限责任公司与贵州翎航拓达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将在天
空之桥服务区开展穿越机体验，为游客增加学习、体验项目，
也让他们有个难忘的旅途。

在天空之桥观光服务区观景台上，有许多游客正在体验
穿越机飞行，有的正用FPV飞行眼镜观看穿越机飞行，感受
天空飞行的感觉，近距离观看天空之桥。

“体验无人机这个项目我觉得非常不错，这里有实景，也
可以通过无人机观赏，用不一样的视角去看这座桥到底是什
么样子。我飞完无人机之后，感觉这个大桥特别的壮观。”游

客洪天昊说。
刚用FPV飞行眼镜以第一视角观看穿越机飞行的游客

文平表示，通过穿越机能更近距离观看天空之桥，更能感
觉它的雄伟壮观，感觉非常刺激，意犹未尽。“非常刺激，
就像你自己插上一双翅膀，或者坐在飞机驾驶舱里面的感
受是一样的，视角是一样的，挺好的。”

贵州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与贵州翎航拓达
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开发的体验项目，将为青少年普及航空
科普研学知识及穿越机飞行培训等，让游客深度参与体
验，致力于把天空之桥观光服务区打造为精品研学基地，
努力实现航空及高速公路构成的“立体大交通体系+旅游

共融共赢”发展新局面。
“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一些研学的线路，围绕平

塘县周边的一些洞穴文化以及天文科普文化、农耕文化，
研制专门的针对学生的农耕研学线路等等。”贵州省中国国
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论说。

平塘县天空之桥服务区实施研学旅游项目以来，不断
推进针对学生群体的研学项目建设，有桥梁科普馆、桥模
体验区、天文馆、牙舟陶体验区等研学项目。目前，已接
待研学游团队4批4000余人。

（本报平塘记者站 罗廷丹 王显福 摄影报道）

平塘：

构建完备研学体系 促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近年来，平塘县加快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增进民生福祉，改善群众生活，让人民群众获得感更充实、
幸福感更真实、安全感更踏实，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加鲜
亮、底板更加厚实。

2020年以前，平舟镇京舟村黑沟水库路段凹凸不平、尘
土飞扬。为切实提高群众出行安全性、舒适性和便捷性，发
挥交通“先行官”的作用，平塘县注重把党史学习教育的成
效体现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上，聚焦解决人民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2021年 8月，平舟镇京舟村路段改造
工程全部完工，减少村民出行安全隐患，保障村民安全便利
出行。

平塘县 2020年第二批县乡公路路面改善提升工程建设总
里程93.05公里，总投入8816万元，2021年8月全部完工，惠
及全县 7个镇 21个行政村。切实改善了群众生产生活和出行
条件，有效解决群众就业和增收问题，促进全县新型工业
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业化蓬勃发展，为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强有力的交通运输保障。

努力实现群众由“走得了”向“走得好”的转变，不仅
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是为乡村振兴“强基固
本”。随着5G时代的到来，平塘也加快5G网络覆盖城镇和乡
村，为方便人们生活提供更优质的通信业务，截至目前，平
塘已完成新增 5G基站 107个，累计建设完成 5G基站 150个，
完成5G场景项目打造2个。

金盆街道群众罗艳花说：“5G的普及给我们的生活带来
很多积极的影响，不仅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数据应用体验，
也促进交互方式的再次升级，促进生活方式全方位变革。”

图为工作人员检查5G基站路线。
（本报平塘记者站 何明珠 罗应艾 摄影报道）

平塘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 近日，三都组织开展
专项检查，做好春节前夕水上交
通安全工作。

三都地方海事处会同县交通
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检查人员
到凤羽街道查阅乡镇自用船舶管
理相关资料，详细询问春节前夕
水上交通安全工作部署情况，并
向凤羽街道配发了救生衣，以便
更好的开展水上交通安全工作。

针对检查存在的问题，检查
组要求，要继续加强乡镇自用船
舶船员教育，提高水上交通安全
意识，严禁出现乡镇自用船舶非
法载客和超员超载等违规行为；
要加强对自用船舶的排查力度，
督促船主配备救生设备，消除安
全隐患；要做好值班值守和对不
符合规格的船舶整改，确保水上
交通安全。

（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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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节将至，年货市场年味渐浓。这段时间，长顺
群众纷纷开始赶年场，到集市置办年货，红红火火迎接新春佳
节。

在长顺县摆所镇中坝社区，不少群众走进乡场，映入眼帘
的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春联、福字、各类特色小吃，给虎年的
到来增添欢乐祥和气氛，满街通红的灯笼和人们的笑脸相互映
衬，把乡场的氛围衬托得异常热闹。

乡场里人数最多的就是年猪售卖点，人们围在一起精挑细
选，都想要把最肥的一只猪买回家。在农村，杀年猪是一件大
喜事，可以和亲戚朋友欢聚一堂，一起吃“杀猪饭”，寓意来
年的生活会五谷丰登、年年有余。

备年货、赶年场，为孩子买一套新衣服是必不可少的。新
的一年从穿新衣服开始，这是孩子们的心愿，也是大人们的希
望！乡场里的衣服、鞋、帽……应有尽有，人们试穿着看中的
服装，都希望在新年的第一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在老百姓的内心深处，“备年货、赶年场”已经成为了一
种习俗，乡村年场，给予每个人内心深处所需的那份浓厚年
味，他们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买齐了家人需要的年货，满载
而归，体现出对新年的无限期盼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本报长顺记者站 景韬颖 蒯华鑫）

长顺

乡村集市年味浓 村民备货迎新春

自瓮安县实施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县管校聘”改
革以来，各中小学校将办学自主权落到实处，激发教师内
生动力，不断增强教育发展活力，教育服务能力得到有效
提升。

“我们既然讲到中国特有的一种情怀，那请同学们快速
地看一下这种情怀有什么样的特点？”

“家国情怀，具有家与国的统一性，因为中国社会是以
家为本位的，有国民、国土的统一性，中国的国土，其核
心地区是相当稳定的。”

在瓮安中学“三学五步”教学模式课堂上，老师循循
善诱，学生奇思妙答，学习兴趣被充分点燃。老师在完成
基础的课堂讲解后，将更多的时间交给学生自己学习、思
索，让学生做课堂上的“主人公”。新课堂的运用，让学习
分阶段，收获有步骤，每堂课都充满轻松愉快的氛围。

“相对以往，现在的课堂，上课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
变，PPT的运用让课堂更加生动活泼，老师和同学的互动
也变多了，这样既提高了我们的学习兴趣，同时让我们接
受知识更加容易。”瓮安中学学生潘朝爽说。

“实施新课改以后，学生的学习方式得到了改变，主要
是通过自主学习，让老师引导他们去合作、探究，最后在
做题和反思中，真正学到知识。”瓮安中学教师陈仁艳说。

“县管校聘对于教师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我们
无论是新教师，还是有一定经验的老教师，工作积极性都
有很大的提高。”瓮安中学教师王伟说。

瓮安中学、瓮安二中两所高中还将师生党史教育、师
资队伍能力提升、学生德育的培养结合起来，聘请省、州
各级教育专家到学校授课，让学生的学习更加全面具体。

瓮安六小在激发教师内生动力的同时，围绕“双减”
“五项管理”“5+2课后服务”，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着力减
轻学生学习负担，主动作为，开办了内容丰富的兴趣爱好
班，提升学生学习热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县管校聘本着调动教师积极性的初衷，引入竞争机
制，打破了吃大锅饭的传统机制，在带给教师们危机感、
紧迫感的同时，也促使教师变压力为动力，更加积极地投
入到工作中去。”瓮安六小副校长杨飞说。

瓮安县“县管校聘”改革激发了教师的内生动力，进
一步加强了瓮安县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而中小学校长职
级制改革，则充分调动校长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

进校长队伍专业化发展，推动了瓮安教育高质量发展。
对于瓮安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余佳品来说，实行校

长职级制以来，校长的事务性工作减少了，能够全身心地
投入到教育教学管理中去。余佳品根据学校实际，在系统
谋划学校长远发展和管理创新上下功夫，通过开展教师专
业知识测试、示范课、说课、晒课、原创命题训练等方
式，优化教育力量；在育人塑魂方面，通过创新完善、充
实学校“三三三”育德工作体系，完善校园文化建设等措
施，加强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和远大志向。

“因为瓮安中学在半月山这个地方，我们就围绕党建+
管理，红色堡垒新作为；党建+名师，红烛先锋新风采；
党建+德育，红心青年新担当；党建+服务，红军精神新传
承‘四个+’打造‘半月山’党建品牌。通过党建品牌，
统领学校全方位工作。”余佳品说。

以中小学校长职级制和“县管校聘”为抓手，瓮安通
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激发教师教育热情，营造了尊
师重教、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彰显了教职员
工的教育风采和育人担当。

图为开办内容丰富的兴趣爱好班，提升学生学习热情。

瓮安瓮安：：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增强教育发展活力增强教育发展活力
文文//图图 本报瓮安记者站本报瓮安记者站 陈云龙陈云龙 王丽王丽 韦东良韦东良

1月15日，都匀市颐养天
年华庭公寓开展迎新春文艺活
动，都匀市总工会、都匀阳光
口腔医院、贵州茅台集团习酒
公司、都匀市图书馆的志愿者
们为老人们送去冰柜、消毒
柜、桌椅、音响设备、图书
等，州老年书画研究会南沙洲
书画院老师为老人们书写春
联，都匀市作家协会组织作家
走进公寓慰问，深入采访创
作。

图为志愿者们打糍粑迎新
春。

文勇 摄

壮美的平塘特大桥

游客体验穿越机飞行游客体验穿越机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