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记者走进罗甸县板庚罗化坝区蔬菜生产基
地，目之所及，一碧十余顷，群众正忙着采收黄瓜、茄子、小瓜等
蔬菜瓜果，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据了解，该基地总面积 1200亩，以“菜+菜—稻—菜”“菜—
稻—菜”一年三熟和三熟四收高效种植模式，采取“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发展方式，每亩综合年产值达1.5万元以上。自3月
29日以来，各类蔬菜瓜果相继上市，价格良好。截至目前，该基
地产品上市产量累计600吨，产值达216万元。

近年来，罗甸县积极探索“村社合一”的发展模式，通过“合
作社+农户”的方式，对坝区采取统一规划、统一指导、统一保障
等措施，推进坝区蔬菜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乡村变美，助推乡村振兴。

图为当地群众正在基地采收蔬菜。
（本报记者 叶大霞 摄影报道）

罗甸：

罗化蔬菜采收忙 群众增收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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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讯 4月 26日，黔南幼专 2022年领办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幼儿园签约揭牌仪式在贵定县第二幼儿园 （福
来）分园举行，标志着黔南幼专正式领办贵定县第二幼儿
园（福来）分园。据悉，目前黔南幼专已领办11所学校。

签约仪式上，黔南幼专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黔南幼专领
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学校（幼儿园）情况，表示将在已
有的领办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提炼总结，希望三方加强沟
通、加强协作、加强研究，在全省作出示范榜样。贵定县

教育局负责人介绍贵定县易地扶贫搬迁学校情况，表示黔
南幼专领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学校（幼儿园）充分体现
了责任和担当，体现办学优势和办学特色，县教育局将为
领办、帮扶工作创造条件，为福来分园校园文化内涵发展
和环境创设提供有力保障。

会后，黔南幼专、贵定县教育局、贵定县第二幼儿园
（福来）分园签订了三方协议并举行了揭牌仪式。

（王良璧 吴紫花 摄影报道）

黔南幼专：

领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学校签约揭牌仪式在贵定举行

本报讯 近日，贵州晟扬管道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班组被中
华全国总工会授予2022年“全国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据了解，贵州晟扬管道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班组是贵州晟扬
管道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创新的重要窗口。一直以来，研发班组
以全员安全意识、全员质量意识、全员创新意识为主要工作任
务，以创一流工作、一流团队为目标，不断在强化班组管理实效、
降低各类实物成品指标方面下功夫，积极开展员工技能训练、技
术创新等活动。为保证高起点、高标准，从原材料到制成品按照
每 8小时抽检一次，进行熔融指数分析、热分析、拉伸试验等项
目检测，确保使用最高质量的原料及生产满足标准要求的产品。

三年来，从原材料的选型、配方的配比、设备的改造，进行了
大量的工作，还多次邀请贵州大学材料学院的博士专家到工厂、
到现场、到实验室、到车间，对生产出来的新产品进行调试，进行
测试，历时半年之久，成功地研发出聚丙烯双壁双色增强波纹
管，并与贵州大学材料院、贵州省材料院共同制定了聚丙烯双壁
双色增强波纹管的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

贵州晟扬管道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班组负责人表示，将继续
加大校企合作，在供水方面研发更多更新产品，为企业高质量
发展、为贵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本报贵定记者站 王胜世 吴红梅）

贵定一企业研发班组
荣获2022年“全国工人先锋号”

本报讯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对贵州过去五年的历史
性成就和珍贵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对未来五年工作的总
体要求、奋斗目标和重要任务进行了部署，描绘出宏伟的发
展蓝图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长顺县广顺镇核子村
党支部书记金小刚回到家乡就第一时间组织干部群众学习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并向大家宣讲大会精神。

4月29日，在长顺县广顺镇核子村大堡组，布依族群众
和干部们围坐在一起，认真聆听金小刚宣讲大会精神。金
小刚一边宣讲，一边和大家探讨村里今后的发展。

广顺镇核子村村民陈花兰说：“现在我们核子村发展了
多种产业，带动了我们不能出去务工的妇女就业，提高我们
的生活水平，现在我们的环境越来越美，收入越来越高，我
觉得很幸福。”

“今天听了宣讲，心情十分激动。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
到了奋力推动农业产业大发展，我们村有茭白、折耳根产
业，现在我们干劲十足。下一步，我们将在原有的产业基础
上实现提质增效，带动更多老百姓增收致富。”广顺镇核子
村副支书赵强说。

近年来，在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中，广顺镇核子村因
地制宜选择发展产业，吸引不少外出务工青年回村创业，带
领群众通过发展产业实现增收致富，金小刚就是其中的一
个。金小刚表示，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将继续发挥“领头羊”
的作为，带领全村老百姓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金小刚说：“报告中提到的‘贵州的未来在青年，贵州的
发展在青年。’我觉得这句话提得很实在，我们也在鼓励全
村的年轻人返乡创业，赋能乡村振兴。我们下一步的规划
是引进青年人才，组建好我们的青年团队，把我们数字农村

体系抓好，把我们数字党建抓好，努力在两年内核子村的人
均收入能提高到30%。”

曾经，长顺县广顺镇核子村是“后进村”，经过发展改
革，群众思想观念转变，发展富民产业、推进乡村治理，变成
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先进村、文明村。全村干部群众拧成
一股绳，一起种植茭白 2000 亩，折耳根 2950 亩，辣椒 500
亩，2021年村集体经济达 31.6万元，户均增收 5万元以上，
共同奏响了乡村振兴的新旋律。

（本报长顺记者站 罗远鹏 邓定学）

长顺：

学习宣讲省党代会精神 奏响乡村振兴新旋律

本报讯 “五一”假期，福泉市民选择到图书馆“畅游”书海，
利用假日“充电”，度过一个浸润书香的假期。

5月3日，记者在福泉市图书馆看到，读者们都戴着口罩，严
格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进入图书馆，津津有味地品读各类图
书，有的正通过电子借阅系统借阅书籍，有的正有序地在各书架
前查阅所需书籍，图书馆内格外安静，已成为了大家读书打卡、
放松身心的好地方。

阅读者宋广琴说：“我们可以利用五一假期来充实我们的生
活，可以来这里看书，因为这里学习氛围很好，图书资源也很丰
富，我们没有买到的书在这里可以找到。”

在综合阅读室，读者们正保持着安全间距，坐在各自的座位
上阅读自己精心挑选的书籍，认真做着笔记。大家表示，这个

“五一”假期，他们拟定了自己的学习计划，通过阅读的方式增长
知识、提升修养。

阅读者张黎说：“我现在正准备考研，我每天基本上都是九
点之前来这儿学习，每天学习时长基本上都是七八个小时左右，
这里的图书管理人员非常有责任心，经常帮助我们寻找所需要
的书籍。”

据福泉市图书馆管理人员介绍，近年来，利用假日“充电”已
成为市民们休闲放松的新方式。今年“五一”期间，图书馆人流
量比平时明显增多，大家借阅的书籍以文学类、教辅类、工具类
为主。

（本报福泉记者站 韩玮 摄影报道）

福泉：

“五一”假期觅书香 学习充电不“打烊”

本报讯 为学习贯彻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五
一”期间，三都水族自治县采用“水语+汉语”双语宣讲的
方式，走进民族村寨，将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的好声音、好
政策传达给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

“今天组织各位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来这里，就是想
把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传达给大家，这个会议和我们
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个会议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未
来五年整个贵州怎么发展的问题 ......”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代表 、三都水族自治县九阡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韦子
涵采用水语加汉语“双语宣讲”的方式，将大会提到的惠
民政策，以及未来贵州的发展方向及时传达给群众，让老
百姓听得懂、悟得透会议精神，让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在水乡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九阡镇石板寨宣讲
现场，少数民族群众认真听、仔细悟，听到振奋人心之处，
现场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

“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我
们下一步做事更加有激情、有信心，相信以后的生活会
更加美好。”三都水族自治县九阡镇石板寨村民潘光起
说道。

“作为党代表，宣传、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是职责所
在，以水语的形式进行宣讲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水族群
众能深刻领会会议精神。我们要把贯彻、落实好省第十
三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
务，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始终牢记嘱
托闯新路，满怀信心向前进，把全部激情、全部智慧、
全部力量投入到贵州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火热实践
中。”韦子涵说。

图为双语宣讲现场。
（本报三都记者站 韦恩雪 张冰冰 摄影报道）

三都：

省党代会精神“双语”宣讲走进民族村寨

（上接第一版）

精神种子播进大山血脉
罗甸县凤亭乡政府所在地，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

树荫下，坐落着一间灰墙红窗的瓦房，这里是中共蛮瓦支部
旧址。

那是一段风云激荡的岁月。1929年，邓小平领导广西百
色起义，成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作为“右江”的红水河，在
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中掀起了一场红色风暴。

1931年，中共广西右江地区党委及红军 21师党委决定
将革命根据地向北扩展，作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后盾，在广
西天峨和贵州罗甸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并在天峨成立了黔桂
边区革命委员会。

1932年9月，边区党委决定在罗甸蛮瓦成立中共蛮瓦支
部，作为邓小平“上贵州发展”方针的主要革命据点。此后，
中共黔桂边委、边革委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罗甸，以蛮瓦为据
点，在黔桂边区开展统战、兵运、农运和革命武装斗争活动，
影响了罗甸红水河流域沿线乡镇，在领导黔桂边人民的革命
斗争中，有力地打击了罗甸的反动势力，支援了百色地区革
命斗争，为后来发生在麻山地区的各族人民反抗国民党暴政
的斗争，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1998年6月，省委、省政府将罗甸县划定为革命老区。
老一辈革命先驱播下的精神种子，深深埋进了大山的血

脉，在岁月更迭的时光里，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锻造
成为一种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力量。

就是这份融进大山血脉的红色基因，将这方革命热土培
育成为“盛产”劳模的沃土。

艰难环境造就时势英雄
山多、石多、缺水、少土，是大自然留给罗甸的“缺憾”。

“先天不足”的自然条件，让罗甸先后被列为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滇桂黔石漠化片区贫困县。

罗甸县委书记梁玉林分析说，罗甸山高坡陡，土地破碎，
河谷深切，群众生产生活极为艰难，只能通过劈石造田、凿山
开路来改变生存环境，只能凭借大胆创新、敢为人先的勇气
来寻找出路，只能靠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来建设家园。

11位全国劳模中，5位劳模事迹与劈石造田、坡改梯有
关，2位劳模事迹与修路凿隧道有关。其中，石漠化重灾区的

沫阳镇，就出了潘玉先、胡天英、汪财发、邓迎香 4位全国劳
模。

大关人的劈石造田干得惊天动地。
1983年冬天，何元亮、李必先、李必兴以0.2亩的“大关第

一田”，拉开了大关人劈石造田的序幕。1984年，在村支书何
元亮的发动下，男人抡大锤，女人掌钢钎，老人小孩砌石抠
土，工具不够就用手刨，炸药不够就用火烧，于是，就有了血
田、火烧田、老少田、结婚田的催泪故事……

大关人用大山一样坚韧挺拔的风骨，创造了“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坚韧不拔、苦干实干”的“大关精神”，用血肉之躯
树起一座熠熠生辉的精神丰碑。

在与大关村相距 20公里的另一座大山里，人工开山凿
隧、打通出山路的故事荡气回肠。

麻怀人接过大关人的精神接力棒，两次凿山，用12年时
间“啃”出一条216米长的出山隧道，打通了阻隔世世代代的
出山路，创造了“不等不靠，敢想敢干，齐心协力，攻坚克难”
的“麻怀干劲”。

在与麻怀相距不到1公里的地方，也展开了一场人类与
大自然的生存较量。

困囿于重重大山的东跃村，9个村民组分散在 9个不同
的地方，到 9个组走一趟，需要一个星期时间。许多村民一
辈子没有离开过大山，没有见过“公路”。时任村委会主任的
汪财发决心在坚硬如铁的石山上凿一条环村公路。

2000年大年初八，汪财发放响了开山辟路的第一炮。村
民们带着钢钎、铁锤、锄头进山，向悬崖绝壁宣战，他们腰系
绳索，在悬崖上像荡秋千一样打炮眼……

东跃人仅用1年时间，在崇山峻岭间，在悬崖绝壁处，开
凿出一条 11.8公里的环村公路，解决了 7个组的出行难题。
按照预算，这条进山公路至少需要140万元和5年工期。

那一年的 7月 1日，汪财发面对工地上飘扬的党旗庄严
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就被村民推上村党支部书
记的位置。

罗甸人与大山较量的故事，令人泪目，让人破防。
有人说，环境改变命运，时势铸造英雄。
是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使命。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当年那些澎湃沸腾的热血，那
份不服气不认输的倔强。

选树典型彰显榜样力量
生发于罗甸的“大关精神”和“麻怀干劲”，不断被赋予新

的时代内涵，成为黔南精神和新时代贵州精神的重要组成部
分。

刚刚建成的麻怀州级劳模职工教育基地，陈列了罗甸历
年荣获国家级、省级、州级先进模范的典型事迹。鲜活的故
事，诠释了罗甸人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这是
黔南培育人才、选树典型的教育基地，也是对老劳模进行再
教育的思想阵地。

近年来，黔南州总工会不仅重视典型人物的选树和培
育，还启动了对老劳模的教育引导工作，要让老劳模在乡村
振兴中发挥新作用，作出新贡献。

老劳模要作新贡献，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罗甸11位劳模中，就不乏这样的典型。
1979年夏天，省农科院技术员李桂莲只身来到罗甸，用

2分地点燃了罗甸蔬菜的星星之火，种菜致富的罗甸农民亲
切的称她为“红水河畔女财神”。1989年，李桂莲因此荣获

“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32年后的 2021年，79岁高龄的李
桂莲获得中共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共中央、
国务院授予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省委、省政府授予
的“贵州杰出人才奖”。

与李桂莲同时获得全国劳模的蔬菜种植“二传手”胡天
英，70岁卸任罗沟村党支部书记职务后，转岗担任沫阳敬老
院院长，在另一个领域发挥余热。一位本需要别人关怀的古
稀老人，用她乐观的生活态度和奉献精神，温暖了那么多鳏
寡孤独。

典型模范层出不穷，得益于罗甸县历年来对典型模范的
培育和选树，对模范人物和先进事迹的大力推崇，让干部群
众汲取奋进的精神力量，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责任感和荣誉
感，凝聚成强大的向心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

2019年，罗甸县 100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2.36万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深度贫困的罗甸提前一年脱贫摘帽，彻底撕掉
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实现从“深度贫困”到“全面小康”
的历史巨变。

今天，完成脱贫使命的罗甸，已经重整行装，聚焦“四新”
抓“四化”，全力以赴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走一条
有别于北部，不同于南部其他县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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