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胡 萍
视觉编辑 夏大金
邮箱 qnrb999@163.com 2022年8月3日 星期三

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

盛夏七月，历经了一场大雨洗礼的都匀摆茶科研基
地，空气清新，瓜果飘香，年初撒下的试验种子结了硕果。

宽敞的机耕道、阡陌纵横的试验田、明亮的玻璃温室
大棚，极富现代农业气息。走进田间，每一个品种的蔬果
都一一被编上了号。目之所及，红彤彤的西红柿，绿油油
的毛节瓜，修长的线椒……个大饱满、挂满枝头。女工们
戴着斗笠，穿梭在田间，将一个个成熟的蔬果采摘在篮子
里。

“我们评选的标准不仅是看产量，还会根据其抗病能
力、目标市场选择来做评定。”行走在干净整洁的机耕道
间，州蔬菜专家试验站高级农艺师毛木亮一边拿起光泽

透亮的茄子一边向记者介绍：“你看，这个烧烤茄现在也
可以采摘了，它最重要的是口感，这款茄子长短适中，果
肉疏松、细嫩，每亩可产约4000公斤，市场价在7元左右，
深受粤港澳大湾区市场的喜爱。”据悉，基地今年展示的
目标是针对我州 46 个粤港澳大湾区蔬菜基地选择的品
种，为全州种植企业、合作社及农户用种选择提供科学参
考依据。

“这个中药材叫非洲神草，有健胃、安神镇静、治疗偏
头痛等作用。它的适应力很强，耐热，即使土地贫瘠依旧
可以生长很好，示范种植成功后，我们预备在全州低海拔
高热地区进行推广种植，经济价值非常高。”州农科院中

药材研究所技术人员杨玉婷介绍，摆茶基地还承担了贵
州省道地中药材引种试验示范项目，引种了黄精、玫瑰
茄、白芨等多种道地中药材品种，通过专家评定，最终选
育出适合在贵州推广种植的优良品种。

据了解，当前共有 10多种蔬果、中草药陆续采收中。
都匀摆茶科研基地占地面积100亩，主要承担蔬菜“四新”
技术的试验、示范等工作，示范种植辣椒、番茄、茄子和各
种瓜类等156个品种。蔬菜展示（试验示范）50亩（含配套
设施），中药材10亩，果树种质资源圃40亩，建设有9块标
准化试验示范田，1000平米玻璃温室育苗大棚一座，田间
水肥灌溉设施完善。

都 匀 摆 茶 科 研 基 地 采 收 正 当 时
文/图 本报记者 李庆红 韩延洁

本报讯 连日来，在长顺县广顺镇朝摆村，风吹茭
白，绿浪滚滚，农户、工人们正忙着采收、分拣、包装……
直销贵阳、浙江等省内外市场。

广顺镇土地平整肥沃，沟渠纵横，水资源丰富，适合
种植茭白，且产量大、产值高。王利龙是朝摆村村民，也
是种植户，开始种植茭白以来，他就投资了 13.5万元，与
长顺县众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销售协议，现在
是种植第2年。“今年我家种了30亩茭白，产量非常高，我
非常高兴非常满意。”王利龙这两日抢抓时节收割茭白，
趁着茭白鲜嫩时卖个好价钱。

近年来，朝摆村大力发展水生蔬菜种植业，茭白种植
已成为该村特色品牌之一，像王利龙这样的种植户在朝
摆村还有十多户，带动了周围700余人就业。

广顺镇是长顺县茭白种植基地，今年已是茭白种植
的第三个年头，总面积 4300 亩，预计总产值达 3.87 亿
元。茭白基地的落户，一改此前村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当
地群众把土地流转出来，除了获得 800元/亩的地租外，
基地还提供了栽种、管护、收割、分拣、搬运等 20余个岗
位，通过计件与固定工资的形式，帮助群众致富增收。

图为农户收割茭白。
（本报长顺记者站 雷春琳 摄影报道）

长顺广顺镇

茭白上市采收忙

本报讯 7月 27日至 28日，州文广体旅行业安全生产培训
在平塘县举行,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底线思维，切实
守牢安全生产红线和疫情防控防线，为全州文广体旅行业高质
量发展创造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此次培训，采取专题讲座和现场演练两种方式进行，全州文
广体旅行业从业人员 70余人参加了培训和演练。专家从旅游
景区安全管理、安全事故处理、体育行业安全防范、安全应急救
援、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这五个方面详细讲解文广体旅行业
安全生产的相关知识，学员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片。

在天空之桥观景台，参训人员积极参加紧急救援演练。演
练模拟游客受伤和中暑，景区管理人员立即打电话安排救援措
施，救护车到达现场后，护士为受伤游客包扎，为中暑游客打伞、
敷冰块等降温处理后，送往医院治疗。参训人员学习了救援方
法，演练取得预期效果。

此次培训，巩固了参训人员专业知识，使参训人员牢记安全
生产使命，严守安全纪律，为更好地生产打好基础。

（本报平塘记者站 代亨平 张颖诚）

我州开展文广体旅行业安全生产培训

本报讯 近日，罗甸县老年大学联合罗甸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举办“同庆建军节·共叙鱼水情”文艺演出活动。罗甸老年大
学学员、退役军人、县消防救援大队官兵及县相关部门干部职工
欢聚一堂，共庆佳节。

演出在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中拉开了帷
幕，《军民同欢乐》《我是特种兵》《万泉河水清又清》《军民共昂
扬》等 31个节目相继展示，红歌合唱、快板、情景表演、舞蹈、太
极表演、布依八音等依次上演，节目丰富多彩，现场掌声不断。

此次活动充分彰显了拥军爱民、军民一家亲的良好美德，增
强了退役军人的荣誉感和幸福感，同时展现了老年人的夕阳风
采，检验了罗甸老年教育教学成果，展现了罗甸老年人热爱生
活、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
氛围。 （周玉 摄影报道）

罗甸老年大学

同庆建军节 共叙鱼水情

本报讯 近年来，龙里县洗马镇平坡村采取“党支部+股份
制经济合作社+平坡苗族绘画协会+画师”的模式，实现了苗族
绘画统购统销，带动了村集体经济长足发展。

当下正值旅游旺季，研学游成为了平坡村新的增长点，大学
生可以在乡村游的同时，进一步深挖民族文化的研究课题。

图为贵州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专硕班学生到画师家中调
研苗族绘画的创作来源。 （袁苏梅 摄影报道）

龙里：

苗族绘画带动“研学游”热潮

军人以保家卫国为天职，他们用赤胆和忠诚，托起强
国、强军的伟大梦想，在保家卫国中奉献着无悔的青春。
作为一名光荣的军人，即使脱下军装，军人本色永远不会
改变。平塘县通州镇通星村退伍老兵王朝贵，把部队吃苦
耐劳的精神、坚毅顽强的意志延续到生活中，回乡后发展
经果林种植，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践行了一名军人的职
责和使命。

王朝贵有着精彩的行伍故事。回忆入伍那天，王朝贵心
里依旧热血澎湃：“当兵是为了保家卫国，保护我们自己的家
园，心情很激动。那时候初中才刚毕业，就接到政府的通知，
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当兵入伍到云南前线。”

王朝贵1984年参军入伍，入伍前曾是一名体育运动员，
到达部队后，因为身体素质好，训练成绩优秀，很快被选入了
连队的尖刀班“猛虎班”。

王朝贵说：“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速度要相对快，所以

就成立了猛虎班，当时两次阻击战的时候这个班都及时到达
了边境一线。”

王朝贵入伍时，正值对越自卫反击作战老山、者阴山战
役期间，为了守护边民安全，他和战友们一直坚守边境、自卫
反击、保家卫国。

在对越自卫反击战场上，王朝贵坚守阵地，守护国家和
人民安全。但自古忠孝难两全，在参军报国期间，王朝贵父
亲病重，兄弟妹妹年幼，难以承担照顾双亲重任，在王朝贵左
右为难时，相恋不久的恋人纪明季为他承担了这份责任。

“他是为了国家，为了我们地方上的人平安，所以我就等
了他五年。他们上前线那时候很难回来，等了好久好久，下
了战场之后，等他活着回来。”王朝贵妻子纪明季眼含泪水，
说起当时等待的苦楚。

王朝贵说：“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只能通过写信、发电报
这样的方式，隔一段时间联系一次，在 1989年 4月份退伍的

时候，我们终于结了婚，有情人终成眷属。”
1989年，王朝贵结束了五年军旅生涯，从部队退伍。王

朝贵回到老家，承包荒地发展水果种植。
“我发展的这一片果林当时没有什么资金也没有什么补

助，当时我是拿出我在部队的作风，自己一锄一锄地挖，挖了
这一片坡的梯土，每一天起早贪黑，要说不吃苦那是假的。
挖成梯土以后就去坡上挖野梨子秧来栽上，栽上之后就去别
处学了嫁接技术。学了嫁接技术之后，又去别处引进优质品
种的芽枝来进行嫁接。”王朝贵说。

在创业中，王朝贵时刻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发
扬吃苦耐劳的精神，经过多年的学习摸索，目前王朝贵已发
展梨子种植百余亩，成为当地带动群众实现稳定就业的种植
大户。

王朝贵自信满满说着果林这两年的发展：“每一年都有
周边的群众来到我这个果林里面学技术，并且每一年要带动
周边老百姓就业20余人。”

用军人的作风干事，是王朝贵一辈子秉承的原则。一日
为兵，终身为伍；卸下军装，军魂依旧。在王朝贵心中，即使
脱下军装，也还是一个兵，要永葆军人本色，时刻以军人的标
准要求自己，牢记使命、责任在肩！

“虽然现在退伍，但我退伍不褪色不褪质，一直拿出在部
队的作风，一直坚持下来。以后要把种植业继续发展下去，
帮助更多老百姓勤劳致富。”王朝贵说。

一颗红心一件事 乡村振兴践初心
——记平塘县通州镇通星村退伍老兵王朝贵

本报平塘记者站 廖毓齐 罗再祥 李孙艳 尹红飞

本报讯 七月，正是罗甸
火龙果上市的好时节。随着
沫阳镇沫阳村大批量的火龙
果陆续成熟，为解决火龙果的
销售问题，沫阳镇搭建“网红”
直播带货平台，通过线上线下
共同发力的销售方式，让火龙
果销路不愁。

7 月 27 日，在罗甸县沫阳
镇沫阳村红岩酵素红心火龙
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红彤
彤的火龙果挂满枝头，一派丰
收景象。工人们背着背篓、拿
着剪刀将成熟的火龙果摘下，
然后进行分拣、装箱。而另一
边，一场扶农助农火龙果基地
专 场 直 播 正 如 火 如 荼 进 行
着。主播们都铆足了劲为火
龙果“吆喝”，尽自己最大的力
量销售罗甸特色农产品火龙
果。

“这次我们开展‘99块爱心消费’助农直播活动，主
要是想通过直播的形式助力沫阳镇火龙果销售，目前已
经销售 357单，预计本场直播可以销售一万单左右。”主
播周七七告诉记者。

沫阳村红岩酵素红心火龙果种植基地于2020年5月
建成并投入使用，是全县首家用酵素等有机肥种植火龙
果的基地。基地目前采用立体养殖和立体套种模式，与
传统的种植模式相比，亩产可达 1000公斤，比传统种植
模式翻4倍。

“我们基地面积有 1626 亩，沫阳村这一块有 1100

亩。”火龙果基地负责人李才华告诉记者，基地火龙果的
销售渠道主要有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线上均价在8元/
公斤以上，线下是 6元/公斤以上，基地主业是种植火龙
果，副业是立体养殖和立体种植，立体种植主要是种两季
大豆和一季季节性豌豆，达到果园全覆盖全年种植。

据了解，目前，沫阳镇全镇种植火龙果1626亩，预计
年产量达 160万公斤，产值 1300万元。为拓宽沫阳镇火
龙果销售渠道，沫阳镇积极搭建“网络”“电商”“东西部协
作”平台，多渠道助力沫阳镇火龙果销售，助农增收。

图为带货主播在基地直播带货。
（本报罗甸记者站 梁超 王远路 摄影报道）

罗甸沫阳镇：

火龙果上市 直播带货助农增收

都匀摆茶蔬菜科研试验示范基地瓜果飘香

瓜棚里挂满成熟毛节瓜，让工人笑逐颜开。

各种品种的西红柿已到成熟期，工人们在忙着采摘。

本报讯 近日，长顺县 2022 年“锦绣计划”刺绣培训班结
业，学员们展示自己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工艺给群众带
来的创作激情和致富信心。

长顺县传统文化产品主要以刺绣、枫香染、蜡染、扎染等手
工艺品创作为主，根据民族、民俗等特色文化资源，打造特有的
文化品牌。通过文化产业发展，一方面增强文化氛围，另一方面
提高了群众“自我造血功能”，有效解决群众就业、收入问题。

“锦绣计划”的实施把新技术带到了长顺县代化镇，代化镇
的刺绣很有民族特色，但是没有衔接市场，这次培训教会了学员
新的刺绣方法，让他们学会把这些东西和市场结合起来，并通过
自己的努力将产品销出去。

近年来，为传承和发扬长顺县民族民间特色艺术文化，充分
挖掘民间传统技艺人才，拓展广大农村妇女的文化生活和创业
空间，长顺县积极组织开展民间工艺技术培训，进一步增强人民
群众的自我造血功能，有效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长顺记者站 黄静）

长顺：

锦绣计划让“指尖技艺”变“指尖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