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洪昌老人的院子在一个半山坡上，山上全是他种植的
果木，花卉等。一群乌骨土鸡在林下漫步，一群黑山羊悠闲的

啃着青草，数不清的蜜蜂嘤嘤嗡嗡，与门前那株芳香四溢的金
银花的香气混合着，弥漫在空气中，让过往行人心旷神怡。

初见钟洪昌老人，一点也感觉不出是 68岁年纪的老人。
他面色红润，印堂饱满，健步如飞的领着我们在他的“花果山”
赏花、品果、说话如连珠炮，向我们讲述他昨天、今天的故事，
那神态，那思维、那思想，令我们惊叹、钦佩。

年轻时候的钟洪昌，在德新镇算一个能人了，贷款买车
搞过运输，做过养猪专业户，办过酒坊、小卖部。五十知天
命那年，他养猪失败后，买了10多只羊，就上寨子后面的大
桥土山办起了“花果山养殖场”，包括已经出售的，前后有
800多只羊了。

种刺梨已经成为当地的一项主产业，老钟也种了 20 多
亩。老钟有自己的打算，不但刺梨果出售增加一笔收入，而且
也为自己的蜜蜂提供蜜源。老钟养有40多箱蜜蜂，仅2016年
蜂蜜产量就有 100多公斤，按每公斤 300元计算，就是一笔可
观的收入。

老钟这么大年纪，又是种植，又是养殖，怎么忙得过来？
原来，他请了一位当地贫困户长期在果园做勤杂工，每月1000
多元的工资，一个月将近干20天。加上二老的努力，基本能凑
合，到忙月，也有请上十五、六个劳动力帮忙的，这些贫困户通
过在他的种养殖场打工，增加了收入。

不仅如此，在自己发展的同时，老钟总是千方百计给附近
困难群众传授种养殖技术。高枧坝村高枧坳组的精准扶贫户
曾笑云，从扶贫站领来几箱蜜蜂，准备通过养蜂脱贫，哪知因
为缺少技术，没几天，蜜蜂生病，箱子周围全是死蜂，老钟听说
后，急忙赶过去，发现原来是绵虫在作怪，他立即给曾笑云的
蜜蜂喷药杀虫，并送给曾家一套防蜂服。在老钟的关心帮助
下，高枧坳组其它几户的蜜蜂养殖也发展起来了，仿佛看到了
希望。

对寨上生活贫困的家庭，老钟是想尽办法的帮，他“定居”

花果山以后，山脚的老房无人居住，他就无偿让给寨子上的一
户危房户住，而且送提供粮油等生活用品。

不知疲倦的老钟带着我在他的“花果山”参观，从羊圈来
穿过一片果树林来到蜂房，我有点怕蜜蜂蛰，小心翼翼的跟在
他身后。老钟指着散居在果园里的蜂箱墅：“这箱叫楼上楼，
那箱叫园中花，桂中园……“老钟一边介绍蜜蜂的生活习性，
老钟一边打开蜂箱，查看蜜蜂的情况。没想到，擅长学习钻研
的老钟还这么诗意，给蜂房起了这么多美丽的名字，据他讲，
给每个蜂房编上名字，是便于管理和识别。

他的种植园是名副其实的百草园、花果山，桂花 500余
株，梨树 100多株，还有杨梅、香樟、刺梨等，还在刺梨树
下套种太子参，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丰富的资源，带来丰
富的劳动果实，赶场天，他会一大清早驾驶面包车，装上山
上出产的花苗、木炭蔬菜，来到集市上出售，销售额 800-
2000元不等。

老钟种养殖的名堂这么多，他哪来的本事？原来，老钟除
了虚心向别人学习之外，还自己钻研、摸索，找不到问处时，就
从网络上学，书本上学，那老花眼镜不知换了多少副。

身为村委委员的钟洪昌，勤奋好学，不忘初心，用自己一
生所学的技能为贫困群众解忧，赢得群众称赞。

老钟是高枧坝村两委带民致富奔小康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高枧坝村两委层层分解责任，突出抓好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整村整组推进、社会帮扶等重点工作，立足
实际，选准项目，用好资金，用心用情用力全面做好脱贫攻坚
工作。目前，全村刺梨种植面积达 2400 亩，挂果面积近 600
亩，仅 2016年到今年 3月，刺梨种植达 1300多亩。此外，全村
目前初具规模的养殖户 200户，其中黑山羊养殖大户 8户，存
栏1200余头，养蜜蜂(30桶以上)20户，散户养殖80多户，山药、
药材、核桃等开始产生经济效益，2016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达7800余元。

七旬老人钟洪昌和他的“花果山”
文/图 罗庆荣

迎旅发大会迎旅发大会迎旅发大会 秀平塘美景秀平塘美景秀平塘美景
黔南日报社 中共平塘县委 平塘县人民政府 珠海和佳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联办

玉水玉盆不夜天 蒋晶 摄

社 会2017年6月21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 吴升红 视觉编辑 龙秀 邮箱 qnrbshshb@163.com

本报讯 6月16日，考生及其家属八千多人涌入三都
县城准备参加17日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今年，三
都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名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达到
5634人，比去年增加了2376人。

因县城床位总数仅有两千多个，远远满足不了考生
的住宿需求。为切实保障好考生的住宿问题，确保考生
有一个良好的状态参加笔试，三都县主动出击，操考生之
急、忧考生之虑、解考生之难，制定应急预案，提前安排部
署做好“考前提示、现场引导、免费住宿”三项服务工作，
引导 2368名考生分流住宿，免费安排 300余名考生临时
住宿，有效化解了考生的住宿难题。此举措，给考生展示
了三都以人为本、尊重人才、服务人才的新气息新理念新
形象，得到了广大考生的一致认可和点赞。

（潘长青 三都记者站 韦大永）

三都：

“三服务”保障考生顺利参考

本报讯 6月 17日，黔南州 2017 年统一面向社会公
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笔试正式开考，福泉市设有福
泉中学一个考点，共72个考场。

上午八时半，考试还没开始，在福泉中学大门口，记
者看到已经有许多考生站在考场分布指示图前，在认真
查询自己所在考场的位置后，考生们陆续开始进场，大家
精神抖擞，都努力把自己最好的精神面貌展示出来，以最
积极阳光、自信的状态应对考试。

据了解，今年，福泉市共有 1874名考生参加黔南州
2017年统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笔试，
按照3:1的比例进行选拔，通过笔试的考生方可进入下一
轮的面试环节。考试共有笔试、面试、正审、体检、公示结
果等程序，预计黔南州2017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工作将在9月底完成。

（本报福泉记者站 王孟林）

福泉：

1874名考生参加
事业单位招聘笔试

本报讯 连日来，罗甸县启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第二轮
督查，督查小组深入全县各社区街道，通过深入实地考察点、
查阅资料，对创建工作涉及的城区停车场的设置情况，主街
道马路市场，占道经营整治情况等进行深入细致督查，同时
对“文创工作”第一轮督查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再
督查。

督查组走进国税、气象、移动公司、农信社等十家文明单
位，到客车站、玉湖公园、明珠广场等城市公共服务区域查看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与维护情况，到宾馆、酒店、饭庄等经营性
场所围绕规范经营、文明待客、卫生标准等进行检查。在国
税局小区，督查组实地查看了该局办公区文明标语宣传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等营造文明创建氛围情况，并听取该
局迎接省级文明单位复检和争创国家级文明单位工作汇报，
指出了小区居住区绿化、食堂服务员着装和食堂文化、荣誉
室建设、文体活动室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在玉湖公园，督查
组实地查看了自然景观和人文设施的建设情况，详细了解了
公园管理措施等基本情况。

督查组要求各单位要围绕问题查缺补漏，特别是针对督
查发现的问题和薄弱环节，要立说立行，现场督办，对不及时
整改的单位和部门进行主要领导约谈，确保整改到位。同
时，要对照标准精准发力，重点抓好交通秩序，强化文明劝导
工作改任务。 （付朝霞 本报罗甸记者站 肖家云）

罗甸：

督查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本报讯 6月 16日，由农工党黔南州工委、黔南州科学技
术协会、黔南州智力支边办联合主办，黔南州人民医院承办
的第十届中国环境与健康“健康贵州黔南站—慢性病防治巡
回讲座”在匀召开。

此次讲座邀请到苏州大学血液博士、上海复旦大学临床
血液博士后、贵州省血液病研究所所长王季石对参培人员就
慢性病、恶性肿瘤的概况、血液恶性肿瘤及慢性病贫血等专
业知识进行了培训。

下图为当日下午，黔南州人民医院医护人员在对群众进
行免费义诊。

（本报记者 杨嫒嫒 摄影报道）

我州开展“中国环境
与健康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 为着力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让人民群众在每
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6月19日，都匀市召开的公
检法司工作联席会议，四家单位参会代表就全面推进以审判
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进行讨论学习。

会议指出：实践表明，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是导致冤假
错案的重要原因。今后，办案单位人员要认真研究，准确把
握，为统一定罪事实的证据标准，有必要探索运用大数据对
量大、面广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进行集中攻关，形成操作性
强、可数据化的统一标准，减少事实证据问题的认识分歧。
要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坚持证据裁判、非法证
据排除、疑罪从无、程序公正四个基本原则。以理念创新促
进实践创新，以实践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结合司法实际制定
庭前会议规则、证据认定规则和法庭审理规则，通过这三项
制度固化改革成果，积极推进法庭审判实质化，切实解决庭
审走过场、先定后审、“重视书面审理、轻视法庭审理”等突出
问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实效提振改革信心、彰显改革
成效。 （赵华祥 本报记者 曾宪华）

都匀：

着力提升审判质效
防止冤假错案发生

本报讯 为有效遏制个别单位干部职工利用虚假的房屋
借款合同等相关资料骗提个人住房公积金事件再次发生，打
击不法中介组织的违法行为,营造良好的社会诚信环境，近
日，三都水族自治县监察局、三都县住房公积金管理部对查
实的四名骗提个人住房公积金行为的干部职工进行责任追
究并在全县进行了通报。

2016年，三都县四名干部职工分别配合不法中介公司伪
造其本人虚假的借款合同、银行流水、银行印章、购房合同、
备案证明等材料进行骗提个人住房公积金共计 175500 元。
目前，除1人按月扣还外，其余骗提的个人住房公积金已全额
追回。

骗提个人住房公积金行为违反了国务院《住房公积金
管理条例》 第一章第五条“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
买、建造、翻建、大修自助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
作他用”《黔南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第六章第四十三条

“职工违反本办法规定，利用虚假资料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
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应当追回套取或骗取的住房公积
金”的规定。据州公积金管理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三都
县四名干部职工参与不法中介公司 （由公安机关另案处
理） 以虚假资料骗提个人住房公积金的行为，依据规定由
公积金管理部门追回骗提套取的资金，并根据《黔南州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授权律师发表声明》，将上述职工记入黔
南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个人不良信用信息库”,取消该
职工3年内提取住房公积金以及5年内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
住房贷款资格。同时，三都县还根据干部管理权限，分别
由三都县监察局和所在单位对四名干部职工进行了责任追
究并在全县通报。

（周星）

骗提住房公积金
三都干部被追责

本报讯 6月19日，守护黔
南交通客运安全畅通的都匀市
客运总站工作者、党员周志率
先垂范，积极参加无偿献血，在
爱的氛围里传递希望，在默默
奉献中彰显人间大爱。

当日，淅淅沥沥的雨丝在
天地间织起了一张冰凉的雨
帘，客运总站的候车大厅却是
热火朝天暖意浓浓。在美丽的
高原桥城都匀，客运总站默默
奉献的工作者，他们爱岗敬业、
履职尽责，视旅客如亲人，不仅
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乘客排
忧解难，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守
护黔南交通客运的安宁，他们
热衷社会公益事业，无私奉献，
用承载爱心的热血点燃患者生
命之光。

无偿献血现场，黔南州中
心血站医务人员熟练有序地组
织参与献血的人员填表、体
检、化验、献血，每项流程一
丝不苟、认真负责。为了鼓励更多员工前来奉献爱心，
该公司党支部书记兼副站长何亚林、副书记兼副站长金
凤、黔南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行政部主任罗毅等早早
来到活动现场率先垂范，经过一番采前检查后献出了自
己热血。何亚林表示，这次献血以党员为表率，带领群
众献血，为社会做一份贡献，这样的活动将会成为本单

位的公益常态。
献 血 人 群

中，有刚参加
工 作 的 小 年
轻，他们因初
次献血而紧张

胆怯；也有饱经风霜的中年人，他们因多次献血而淡定
从容。现场气氛还感染了来往的旅客，他们停住匆忙的
脚步放下行囊，将原本计划乘坐的车次换乘下一班加入
献血队伍。

这是一群普通的客运工作者，每天输送上千名来自
全国各地的旅客，他们更是一支乐于奉献的团队。哪里
有灾情发生，他们都会踊跃捐款、捐物，关爱孤寡老
人、帮助困难群众、参与冬季流浪人员救护等公益活
动。他们以实际行动弘扬客运总站企业正能量，赢得社
会各界的赞誉。下午1时30分，献血活动顺利落下帷幕。

据统计，当天共有32人献血，累计献血量8800ml。
（周晓莉 摄影报道）

都匀客运总站职工无偿献血传递生命的希望

本报讯 日前，在平塘县公安局召开全县公安机关夏季
严打动员部署会后，禁毒大队会同特巡警大队立即行动，在
平塘县金盆街道办事处成功查获3名吸毒人员。

当日6时30分，平塘县公安局禁毒大队会同巡特警大队
在贵州省平塘县金盆街道办事处某街道进行巡逻时，发现一
身穿白色衣服人员行迹可疑。随后，民警和队员立即上前依
法对该男子开展进攻性盘查。男子姓伍，经依法对伍某进行
尿液检测，结果呈阳性。在证据面前，伍某对其吸食毒品的
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同日 11时许，该大队在金盆街道办事处某路段巡逻时，
又发现两名男子神色慌张，遂将二人进行盘查。经查，两名
男子分别姓潘和姓黎。经询问，潘某、黎某分别对其吸食毒
品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三人已被平塘县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 (车金宇)

平塘：

一天抓获三名“瘾君子” 都匀市客运总站职工有序参加采前检查。

钟洪昌在查看蜜蜂的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