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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017年 7月 11日第 5版至第 8版，由于电脑解析
错误导致差错，故相关版面内容请以今日第9至12版为准，
特此说明。

说 明

本报讯 7 月 10 日，我州召开第一书记驻村工作推进
会。会议传达了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李邑飞在黔南调
研的指示精神，通报了全州第一书记驻村工作情况。州委常
委、州委组织部部长胡志峰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要求，要认真总结，坚持精准选派，严格管理，强
化作用发挥。要对同步小康驻村的重要性进行再认识，在如
何选派精兵强将到脱贫攻坚第一线再把关，坚持单位推荐、

个人报名，以组织选派为主，着力从优秀年轻干部和后备干
部中统筹选派，确保第一书记选派和农村实际需求相契合。
要对驻村干部坚持正向激励和负向约束惩戒相结合，完善考
核评价机制。组织部门要主动担当，从严从实管理驻村干
部；派出单位要做好工作保障，并深入派驻村进行帮扶；第
一书记要切实履职，做好每日工作纪实。对驻村干部和第一
书记要压担子、加任务，找准位置，发挥作用；要统筹抓好

项目落实、“空壳村”清零、队伍管理、业务培训、典型宣
传等五个方面的工作，充分发挥第一书记在脱贫攻坚中的积
极作用，为全州实现整体脱贫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强调，各县（市、区）要及时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针对存在问题抓好整改，超前谋划明年的选派工作，加大对
脱贫攻坚一线干部的关爱和先进典型的宣传，推动同步小康
驻村工作取得新成效。 （罗予 本报记者 袁鹏）

我州确保第一书记选派契合农村实际需求
本报讯 7月 10日，由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包御琨

为组长的督查组到我州督查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情况并召开汇
报会。州委常委、州委秘书长瓦标龙参加会议。

近年来，我州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州委主要领导带头
履行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带头研究，亲自部署意识形态
工作，着力解决意识形态工作机构、人员、经费等问题，不折
不扣地落实好《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

《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牢牢掌握了意
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全州意识形态领域总体平稳、
安全有序，经济社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

会议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督促指导，健全组织机构，
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决策部署，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
导权上亲力亲为；要强化责任落实，层层压实责任，形成工作
合力，健全工作机制，狠抓落实不放松，在切实把握意识形态
工作的主动权上积极作为；要加强媒体阵地、文化场所、社科
阵地、网络阵地、教育教学阵地、其它意识形态阵地等管理，
在不断抓牢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权上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
究，坚持从严要求，在落实履行意识形态工作的问责权上有所
作为。

下半年，我州将采取加强业务培训、加大督促检查、用好
检查考核“指挥棒”等举措，扎实推动各级党委（党组）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确保我州意识形态领域安全，为党的十
九大召开营造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和团结和谐的社会氛围。

（实习记者 戢余）

省委意识形态责任制
落实情况督查组到黔南督查

本报讯 7月10日，记者在龙里县龙山镇油画大草原
旅游景区项目建设点看到，施工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干
得热火朝天。

龙里油画大草原项目总投资10亿元，将建成接待中
心、风情商业街、木屋酒店、湿地游玩区、花田观赏区、农
业体验区、草原山顶明珠服务中心、滑草区、亚洲第一过
山车、1346米观光索道、8888米滑道、2000米滑索、266米
玻璃晃桥，并设置房车营地、帐篷营地、鸟巢营地及万米
巨龙盘山道。

景区按照“一线、两心、三区、多点”总体规划布局，通

过打造以湿地花、果园游览体验为主的山下景区；以登山
体验步道为主的山中景点；以草原游览体验观赏为主的
山顶景区，实现山上、山中、山下互动衔接，形成“乘观光
缆车、游高山草原、玩滑翔滑草、品生态美食、住精品民
宿、赏马郎风情”的高山草原旅游新业态。

“前段时间雨水较多，耽误了一些工期，现在天气转
晴，我们要鼓足干劲加快赶，保质保量，确保项目如期建
成投运。”龙里油画大草原项目负责人洪晨腾说。

(本报龙里记者站 龙毅 摄影报道)

龙里油画大草原旅游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我觉得技术扶贫比物质扶贫更管火。”贵定县宝山街道农
庄村贫困户赵世清无比感慨。“扶贫，就是需要这种技术扶贫，物
质扶贫只能解决一时，技术扶贫能管一辈子。”

2013年，精准扶贫之风吹向神州大地，借着这股春风，农庄
村的贫困户赵世清也走上自己的脱贫之路——种植晚秋黄梨。

用他的话说，这个晚秋黄梨种植“市场好、风险小、见效快、
收入多”，可在别人眼里，这个年近古稀的老头，就是魔怔了，种
个水果就能脱贫？没有家人的支持和村民的理解，赵世清还是
坚持买了400多颗树苗种下，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把这些果树
种好，给大家看看。

2015年，果树开始挂果了，看着这些“有 2斤多”的金果果，
已经进入古稀之年的赵世清越发觉得自己的坚持是对的。2016
年果树挂果更多了，又离脱贫更进一步，他嘴角上扬，这4000多
个梨就是他脱贫致富的金果果。天天守在果园里，不久，细心的
他发现果树叶子上，有橙黄色的小斑点，他有点慌了。他当即摘
了几片叶子拿去给村里的第一书记，第一书记当天就请来专业
人员来看果树，原来是锈病造成的。针对病症，专业人员告诉他
要用什么药来治。找到了原因，他的心放下了。可是，事情并没
有他想的那么顺利，他到街上配树病药，卖药的为了多挣钱，把
药配重了，结果树又遭了药害。结果，那年晚秋黄梨都长得小小
的，平均三四两一个，最大的也才一斤。4000 多个果果，按照
2015年的产量，2016年至少有4000斤，可以卖将近20000块钱，
结果因为树病果果没长好，才卖5000多元，损失10000多元。赵
世清深感不懂种树技术之苦。

2017年，为了进一步落实精准扶贫政策，街道请了专业人
员来给村民进行培训。赵世清说：“他们手把手地教我，这个树
去年病死了，他们教我减掉病枝，从根部灌药，现在它长好了，明
年也可以挂果了。”

看着树上挂得满满的果果，赵世清高兴地和记者算起账来
说：“懂了技术，我把这些果树养的很好，今年我套防菌、防虫、防
治农药残留的小袋子都有6700多个，就算最后卖6000个，1个最
低算 1斤，1斤 5元，我至少都能收入 30000元，我对我今年脱贫
充满信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用一
种我们老百姓熟悉、擅长、乐于接受的
方式来扶持他们，变‘输血式’扶贫为

‘造血式’扶贫，不断增强群众自身‘造
血’功能，这样才能真正脱贫致富。”农
庄村村支书张健说。

贵定脱贫故事：技术扶贫更“管火”
本报贵定记者站 补中莲

6 月 20 日，黔南烟草的一位
普通员工倒下了，他以一种鞠躬
尽瘁的姿态，永远定格在黔南烟
草人的心中。

他叫舒孝庭，一名老党员，
烟草行业一位“稀有”的注册安
全工程师，享年54岁。

舒孝庭因病去世的消息传
来后，那份悲痛和惋惜深深烙在
烟草员工的心上。

“怎么可能？！”消息传来，州局（公司）安监科的王云光怎
么都不相信这个噩耗。他对面就是舒孝庭的办公桌，一台电
脑，一个茶杯，干净整洁。而舒孝庭的工作照和工作职责还
贴在墙上，而他工作状态的铭牌却永远停留在“外出”。

问起舒孝庭日常工作琐事时，王云光悲痛地说:“他不是
在各个片区进行安全检查，就是在去安全检查的路上，很少
在办公室。”

“门外汉”走进“安全门”
2003年5月，由于黄平卷烟厂改制，舒孝庭转岗分配到独

山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任稽查员。七个月后任专卖股副
股长，在任的 1年零 4个月里，他侦办和移交公安机关 5万元
以上涉烟犯罪案件高达11件。

2006年11 月，舒孝庭被任命为独山县烟草专卖局安监股
股长，开始步入烟草的“安全门”。

安全工作对舒孝庭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他在黄平卷烟
厂工作期间曾在安技科工作过，对安全知识有些许了解，但
工业和商业企业的安全工作是有区别的。

舒孝庭知道，安全工作事无巨细，不仅要有一双善于发
现危险的眼睛，一颗见微知著的心，还要有不断更新的安全
知识。这对于舒孝庭这个“门外汉”来说，压力山大。

但庭舒孝就是一个执拗的人。他学习欲很强，喜欢探知
未知的领域，除了系统的学习有关知识，还用手写板学做课
件，时常为制作一个课件加班到深夜。

2012年独山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要通过安全标准化
二级验收，但由于工作启动时间晚、收购点分散、安全基础薄
弱、人手少、资金紧，验收任务非常繁重。舒孝庭没有任何抱
怨地全身心扑在工作上，白天对不符合规范的问题亲力亲为
地整改，晚上加班对资料进行补充和归档。

他对安全工作的态度非常严厉，在安全检查中更是眼里
容不得一粒沙子，很多人表示不理解，还因此记恨他：“不就
是一个月没有检查消防器材，一点小事干嘛那么认真，补一
下就行了，还扣什么分啊！”舒孝庭回答：“一个月都没检查
了，万一发生火灾，万一消防器材失效，就会酿成大祸，这还
是小事情吗？能补吗？”

在一般人眼里，安全工作就是在办公室里拟份文件，开
开会，搞个培训，做点资料就可以了。但舒孝庭并没有因为

人情“面子”和片面认识而放弃自己对“安全”的坚守。他笃
定地说：“你可以不管安全工作，但是我必须对你的安全负
责，对单位的安全负责！”

平常和职工聊天，他也是三个字不离安全。因为在他心
里，安全工作是一种常态，安全责任已深深印入灵魂。

那一年，他所在的独山县局（分公司）安全工作名列前
茅，代表州局（公司）迎接省局（公司）安全标准化二级达标验
收。

正是这样的工作态度，让他收获满满。2007 获得州局
（公司）安全工作先进个人，2008年和2010年获得省局（公司）
安全生产先进个人。2010年 1月，他通过考试取得国家注册
安全工程师资格。这在烟草行业，可谓安全工作的“大熊
猫”。

强忍疼痛坚守岗位
2016年 7月，舒孝庭被州局（公司）破格聘任为片区安全

工程师，授权由他负责 4个县（市）的安全工作。后来又接管
了另一个片区3个县的安全工作，工作量更大，责任更重。但
舒孝庭认为，工作量再大，安全工作也丝毫不能有半点马虎。

2017年 5月，为筹备 6月召开的全州烟草行业安全工作
现场会，舒孝庭逐一对所辖片区的安全工作进行培训，白天
要授课，晚上做课件，几乎每两天就要走1个县。

6月5日，在长顺县局（分公司）的培训中，由于过度劳累，
身体疼痛，他连饭都吃不下了。但舒孝庭却不以为然，觉得
是小毛病熬熬就过去了。后来在同事的反复劝说下，才到长
顺县医院进行检查，医院建议转到州医院检查。

此时的舒孝庭不知道，长期的积劳成疾，已经让他的身
体处在了最糟糕的状态，生命即将走到终点。

6月7日转到州医院后，医生强烈要求舒孝庭住院检查确
诊。但舒孝庭坚持说：“我的身体我知道，一点小事住什么院
啊，我回去休息一下就可以了，过两天还要去福泉培训呢。”
医生强硬地说：“你是要命还是要工作？！”但舒孝庭一把拔掉
输液管说：“福泉还有培训，我不去怎么行。烤烟一线的同事
都集中起来了，不能因为我耽误大家时间！”就这样，6月 9日
上午，他准时出现在福泉市局（分公司）的安全培训会上，强
忍着疼痛坚守在岗位上。

他的顽强并没能战胜病痛，6月 10日，舒孝庭晕到了。6
月 11日，他被送到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医生的话犹如晴

天霹雳：“患者肝功能衰竭 95%
以上，现在已经感染到脑部，导
致昏迷，同时心脏也不好，还有
一些陈旧性的内脏疾病。请家
属做好心理准备。”

这一次昏迷，他再也没有醒
过来。9天后，舒孝庭走了，带着
对安全工作的遗憾，离开了自己
热爱的事业。

“你看，这是舒孝庭同志的安全管理台账。”王云光在整
理电脑时说。人们看过这些台账后才知道，原来他平均一天
要跑两个站，最多的一天跑了5个站，每一个站存在的安全隐
患、整改情况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难以想象，这些都是他用手写板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
的。

舒孝庭曾经说过：“搞安全工作就得深入基层，深入一
线，深入每一个职工的工作现场，否则，‘安全’就是一句空
话，一纸空文。”

在他心里，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勤奋工作亏欠家庭
工作时间多一点，分给家人的时间就少一点。他把所有

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安全工作，留给家庭的，只有亏欠，
亏欠，还是亏欠。

从黄平分流到远离家乡 200多公里的麻尾中队上班，离
别前看着瘦弱的妻子，颤颤巍巍的80岁老父亲，9岁女儿稚嫩
的小脸上挂满的泪珠，七尺男儿硬是把眼泪往肚里咽，狠心
离去。

2013年 90多岁的老父亲摔碎肩胛骨和胸积水的两次住
院抢救，妻子体谅他离家远、工作忙都没告诉他。事后得知
情况的他眼含热泪愧疚的看着身心俱疲、无暇抽时间学习、
至今没有取得中级职称的妻子，说不出一句感激的话来。

对于家庭，舒孝庭亏欠太多太多，他体谅妻子一个人操
持整个家不容易。周末没有特殊情况，他都会回到家里，照
顾老人，陪陪老婆孩子，走之前一定会把家里好好打扫一
遍。同事们称赞说：“舒孝庭真是个好男人，工作上认真负
责，对待家庭认真细腻。”

2016年11月，他接到94岁老父亲病危的消息时，正好出
差到郑州刚下飞机，同事叶迪明关心地说：“赶紧订张飞机票
回去看看吧，本来工作离家远，平时很难尽孝的。”

舒孝庭咬牙道：“这次学习机会难得，领导信任我才让我
来，我不能就这样回去！”最终，老父亲没有挺到与他见上最
后一面，这成了舒孝庭心中永远的痛。

舒孝庭的职位不高，工作琐碎，平凡枯燥，没有豪言壮
语，也没有惊人的业绩，有的只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刻苦
钻研。他用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无私敬业的奉献精神，高
尚勤勉的人格魅力，感染着烟草人，激励着烟草人。

坚守，直到生命最后时刻
——追记共产党员、黔南州烟草专卖局（公司）安全工程师舒孝庭

本报记者 刘雪红 实习生 陈镘羽 吴坤

全村 382 户 1484 人，外出务工人员 326 人，耕地面积
924亩，在册精准贫困户 133户 414人，属典型的一类贫困
村。

这是马丽华赴荔波县朝阳镇洪江村担任第一书记所面
对的现实。

2016年4月，从贵州省教育厅来到洪江村后，马丽华就
一头扎进走访调研中，为洪江寻找可行的脱贫致富路径。
经过走访她发现，洪江最大问题是“空心”，留不住人，村
里走上一圈，碰到的都是老人和小孩。

马丽华深刻地认识到，开展好工作的关键就是要抓好
党建。通过规范“三会一课制度”，激发党员的示范带头作
用，推动村内的各项产业发展和政策落地。

一次巡山，马丽华发现树林里一种神秘的草，通过找
专业部门了解，得知叫金线莲，有“药王”之称。但整个
贵州都没有大规模种植的基地，于是她马不停蹄地到福建
漳州调研学习种植经验，还联系上了销路。

要大规模种植，解决组培苗和技术保障是关键。她与
县农工局、职中等部门对接好组培室的建设，又与贵州大
学中药材组培室联系，并拟将中药材实训基地落户洪江。

2017年初，在马丽华的带领下，总投资 86万元的金线
莲项目在洪江顺利启动，其中得到了 60万元的扶贫资金支
持，群众自筹26万元，预计年总产值136.8万元，覆盖贫困
户30户。

此外，老百姓还以此为契机，搞起了生态农业种植。
目前共种植桃子 200亩，大棚蔬菜 50亩、香菇 30亩、蚕桑
200亩等，覆盖全村所有贫困户。在这些产业的带动下，洪
江村2017年预计可以脱贫107户372人，贫困发生率将降至
2.92%。

洪江村有很多闲置的老房子，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老房
子继续“活着”，马丽华想到了“活化干栏、激活村落”老
房改造项目，此举得到了村民的支持。以老房为媒进行对
外链接，依托荔波的民宿改造政策对外进行宣传，加上村
子的人情、风貌、自然、地理等元素，吸引来了很多游客。

通过对接北京宋庄的艺术家点对点的沟通，来到村子
实地感受，再将村子的一些民族风貌、房子结构进行解
读，得到了广泛认可。

去年以来，洪江村已吸引了常驻北京的国内外艺术家
认领老房子，以每间 1 万元 30 年的方式租给进来的艺术
家。目前，已签约老房 85栋且还在不断增加。按照每栋装
修费最少 20万元的均价计算，给该村群众带来最少千万元
的务工、装修收入。原本安静的村子热闹了起来，居然成
了“网红村”，成了很多人向往的世外桃源。

让“空心村”变世外桃源
——记荔波县朝阳镇洪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马丽华

本报记者 袁鹏

（上接第一版）
建立专业技术人员服务基层长效机制。紧扣“大扶贫”

战略引导专业技术人员服务基层，州级医疗卫生、教育、农
业机构技术人员晋升中级职称前，须到县级及以下单位累计
服务一年以上；晋升高级职称前，须到县级及以下单位连续
服务一年以上，累计两年；县级医疗卫生机构、教育、农业
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晋升中级职称前，须到乡镇累计服务满一
年以上。今明两年达不到要求的，可先参加评审，评审通过
的，应在聘期内补足服务基层要求。

另外，从今年起州人社局简政放权，将中级职称评审权
下放到县 （市） 组织评审，积极建立基层专业技术人才、民
营经济组织人才、服务三农行动农技人才评审委员会开展相
关职称评审。

为了进一步规范全州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职称申报、
评审工作，州人社局联合州教育局下发文件《黔南州中小学
教师职称申报评审条件业绩成果实施细则（试行）》，使全州
中小学 （幼儿园） 职称评审工作更加规范具有可操作性。同
时，加强开展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绿色通道”专项职
称评审工作，确保“绿色通道”职称评审工作健康、有序展
开。

记者还了解到，州人社局已对全州职称评审改革作了全
面部署并安排 2017年职称评审工作，要求各系列职称评审材
料报送时间为 8月 14日至 18日，9月底完成政策性审查工作，
11月底全面完成2017年评审工作。

（本报记者 韦洪 实习生 张世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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