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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岑巩县天马镇白岩坪坝区，在收割完毕的烤
烟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忙着翻耕、分畦、施肥，为移栽莴笋
做前期准备，耕犁机隆隆作响、大家有说有笑，奏响了秋冬
种序曲。

近年来，天马镇为丰富城市“菜篮子”、充实群众“钱
袋子”，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生产模式，积极
开展坝区蔬菜“秋冬种”，将 6 大坝区 6030 亩土地全部纳
入秋冬种计划。 （通讯员 张志正 摄）

一位司机，到自助洗车店
洗车后，将使用过的毛巾清洗
干净并摆放整齐。这实在难
以说是什么大事，不过举手之
劳而已。然而，就是这举手之
劳，却让店老板十分感动，随
后为车主免单以示感谢，媒体
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举手之劳的文明里，有
动人力量。接到一个陌生电
话，问某车牌号是我的车吗，
有些困惑，我的车停在车位
里，怎么会影响到他人呢？
陌生人说，你忘关车窗了。
要下雨了，还是关一下吧！
我虽不知道这个陌生人是
谁，但我的内心却充满了感
动，连声说着“谢谢”！

类似的事情太多！扶一
个盲人过马路，给抱着孩子的妈妈让一个座位
……这些确实都是举手之劳，却同样闪耀着动人
的力量。将使用过的毛巾清洗干净并摆放整齐，
给下一位司机的使用带来了方便；一个电话，虽
然轻微，却让我的车避免了雨水的进入，避免了
可能带来的损失。扶过马路，让盲人少了许多摸
索和惊吓，便捷了他的出行。给人让座，让那妈
妈减轻的，是抱孩子的劳累，少了车辆运行带来
的危险。这些举手之劳，可能我们付出的并不
多，但带给他人的方便，却是极大的。

举手之劳的文明里有动人力量，是一种呼
唤，呼唤我们更多的人，用自己的微弱之举，去
成就生活的善意和美好。车店老板愿意免单，
可能是有很多的人，把毛巾乱扔乱放，让下一
位司机找不到，这给他带来了太多的不便。我
的感谢，是因为就发生过这样不幸的事。所
以，我感谢那个陌生人，并愿意向他学习，把更
多的方便带给他人。

举手之劳的文明，实在是太小，就如为老
人拾杖，但其意义，却不小。生活中，我们每一
个人，倘若都有这举手之劳的文明，我们的社
会，会更美好，也会更和谐。我们所能感受到
的幸福，也就会有远远超出现在。

“勿以善小而不为”。文明的大厦，就是举手
之劳的累积。生活的美好，需要举手之劳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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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1日 州委作出《关于恢复〈黔东南

报〉的决定》。《决定》说，恢复《黔东南报》是为
了更好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民族
团结，反映我州各族人民的意愿，宣传我州各
族人民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
新成就、新经验，传播文化科学知识，推动各
项改革的顺利进行，把我州经济文化建设搞上
去。《决定》说，《黔东南报》是中共黔东南州委
的机关报，各级党委必须关心它，协助办好
它。7 月 23 日《黔东南报》正式出报。

（选自州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黔
东南州历史大事记》）

本报讯（通讯员 杨艳霞）为贯彻落实公司人
才战略，有效提升职工业务素质，提升职工学历水
平。州文旅集团把学习党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
起来，切实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到实
处，结合集团全体职工提升学历的需求，州文旅集
团积极对接联系黔东南广播电视大学，争取本地教
育资源，特为州文旅集团干部职工开设学历提升教
育班。9 月 10 日，州文旅集团干部职工学历提升教
育班开班报名，有 17 名合同员工和 11 名劳务派遣
员工纷纷报名，解决了 28 名干部职工提升学历需
求，切实增强了州文旅集团干部职工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切实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
实里走。

州文旅集团：

优化职工学历层次 提升职工学历水平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镇远赛龙
舟”，每年都能吸引数万人前往镇远观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报京三月
三”，姑妈回娘家、侗家长桌宴、讨葱定情等活
动的开展，四海宾朋纷纷点赞，流连忘返；

——在镇远非遗展示馆，游客可以体验侗
族刺绣、剪纸，教授、传承、发扬非遗技艺……

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镇远县，是一座
有着 2300 多年历史沉淀的城市，这里孕育了
多元的民族文化，以其独有的风情演绎着东
方的浪漫，以文旅融合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近年来，镇远县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保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
保护、发展、提升和创新上下功夫，有力促进
当地经济快速发展。

抓传承，推进非遗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对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

高质量传承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现非遗
的可持续发展，关键是“活”。镇远县为做好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全面开展普
查，摸清非遗家底，积极组织申报，建立项目
名录体系，并抢救了一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镇远县十分重视非遗人才的培养和应用，
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方式，利用院校、非遗
基地、工坊等阵地平台，着力培养非遗人才。
报京余珍民族工艺品风情园绣娘邰木香就是
其中一位非遗人才，也是镇远报京侗绣的县

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
邰木香 9 岁开始随母亲学习侗绣，12 岁便

能独立绣出作品……2014 年 7 月成立了微型
企业，每年可以带动近百人就业，年产绣品
300 余件，工艺品年产值达 100 余万元，帮助农
村妇女由零散刺绣方式向规模化组织手工刺
绣转移就业，助力村民就业增收。

在邰木香眼里，民族文化需要祖祖辈辈的
沉淀与传承，所以她从母亲的手里接下了传
承报京侗绣这门民族技艺的接力棒。“我一辈
子喜欢绣花，现在带着我的姐妹们一起绣，让
大家多得点钱，一起过上好日子。”她一边绘
制绣品图案，一边和记者分享她几十年来的
刺绣和创业故事。

抓传播，构建非遗保护新格局
“保护”是非遗传承的第一方针。多年

来，镇远县利用互联网、数字化等科技通过录
入、扫描、摄影、转录等方式，在线上线下各类
媒介扩大传播面，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镇远县通过建设非遗展示馆，有力促进优
秀文化传播。该县整合县仁寿宫现有资源，于
2016年3月30日完成镇远非遗展示馆建设，由
博览、互动、多媒体等内容组成，充分展现了镇
远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方法和传承脉络。

镇远县积极推动建设文化交流研究中心，
加大非遗展示宣传，形成人人参与保护的氛
围。2017 年 12 月 4 日，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和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

遗产研究基地镇远非遗研究中心在镇远县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成功挂牌，努力打造成
为展示镇远县多元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

镇远县注重运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传统节日活动，充分展示全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魅力。每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
间，镇远县通过精心组织和筹划，开展了丰富
多彩、形式多样的静态非遗展示、活态展演、
非遗知识竞赛等宣传展示展演活动，形成了
人人参与、人人保护、人人共享的社会氛围。

抓建设，深化非遗资源高质量共享
近几年来，镇远县不断推进机制建设，促

进非遗活态传承。通过鼓励、支持传承人开
展传承活动，发放传承人传习补贴、召开传承
人座谈会、培训会等方式，营造了非遗传承保
护的良好氛围，深化非遗资源高质量共享。

为促进非遗活态传承，镇远县建立了项
目、传承人、基地、工坊“四位一体”保护传承
机制，将项目保护的 4 个主体维系在一起，明
确保护传承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建立
非遗传承人带徒授艺考核机制中，该县明确
每年传承人带徒授艺目标任务，实行年度考
核机制，并与传习补助经费钩挂。

不仅如此，镇远县还积极推进传习所、传
承基地建设，全县挂牌建设传习所、传承基地
共计 14 处，努力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社区、
进农家、进校园、进课堂，将民歌、民乐纳入音
乐课，将剪纸、刺绣纳入美术课，将传统技艺纳

入手工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对青少年进
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为有力推动非遗资源保护与共享，给非遗
资源高质量保护、传承、传播提供了空间，镇
远县建设数字化平台，实现非遗的资源共享
价值最大化。2018 年，该县完成了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赛龙舟》的数
字化建设工作；编辑出版《镇远非遗》，为镇远
县今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保
护、传承与合理开发利用，促进文化旅游向纵
深发展，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基础性、借鉴
性、指导性资料。

“在镇远县，像邰木香、邰土芝这样热爱
非遗的还有很多，全县有省级传承人 1 人、州
级传承人 12 人、县级传承人 99 人……”据镇远
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张宁介绍，
目前，全县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项、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4 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20 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17 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线索 338 条。

如今，镇远县以非遗为要素，以文化为灵
魂，以旅游为载体，扶持相关产业发展，激活
非遗潜能，让非遗真正“活”起来！

让 非 遗 真 正“ 活 ”起 来
—— 镇远县全力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纪实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余天英

本报讯（通讯员 潘胜天 印帮艳）日前，笔
者走进黄平县浪洞镇勤龙村 500 多亩食用菌基
地，只见基地错落有致的菌棒上，生长着一簇
簇肥厚鲜嫩的木耳，展现出强劲的生命活力。

正在管理菌棒的勤龙村村民陈泽碧感慨地
说：“对于不便外出挣钱的人来说，在家门口采
摘木耳一天收入 80 元，非常难得。这得感谢村
里引进食用菌产业啊！”

浪洞镇勤龙村食用菌产业是黄平县通过采
取“党支部+龙头企业+基地”的模式，引进贵州
远鸿生物有限公司建设的集研发、生产、栽培、
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食用菌产业园。通过两
年多的时间，食用菌产业园年产 6000 万棒食用
菌菌包生产厂、1000 万棒食用菌栽培技术培训
示范基地和栽培智能化大棚及配套设施已投
入营运。目前，生产车间终端源源不断的菌包
下线，产业工人有序忙碌着，倒运送到全县各
个种植基地。

贵州远鸿生物有限公司的入驻和产业园发
展，勤龙村成了名副其实的食用菌村。漫步产
业园区，布局整齐的木耳大棚菌香四溢，产业
公路运输车辆来回穿梭，食用菌包生产车间工
人繁忙……

一村带动一镇，一镇辐射全县。食用菌产
业在黄平县红红火火发展起来了，遍及全县一
半以上的乡镇。

随着勤龙村食用菌产业园的健康发展，食
用菌成了浪洞镇群众致富的产业，生产菌包
的、种植木耳的、采摘木耳的、晾晒木耳的、运
输木耳的、销售木耳的……构成了一条致富全
镇的产业链，扩大了就业规模，增加了创收机
会。不仅是浪洞镇，县内其他乡镇也纷纷来

“淘金”，学习食用菌种植，到今年 6 月底止，全
县已建成 6 个食用菌种植示范基地，种植面积
2000 余亩。

在勤龙村食用菌产业园的辐射下，今年重
安镇皎沙村 400 多亩木耳基地已经出耳，旧州
镇文峰村 300 多亩的木耳基地更是喜人，除此
之外，该县纸房乡西堰村、上塘镇白岩村、新州
镇十里桥村、平溪镇大寨村、野洞河镇仁里村
等都建起了木耳栽培示范基地。

据了解，黄平县能够形成“一村带动一镇，
一镇辐射全县”的食用菌产业格局，主要得益
于“党支部+龙头企业+基地”的产业发展模
式。这种模式以贵州远鸿生物有限公司为龙
头，吸纳当地农民参与对食用菌种植、生产、加
工等，实现菌企盈利增效、农户务工增收。

如今，走在黄平县的乡间田野，映入眼帘
最耀眼的是垄箱整齐的食用菌基地，村民最欢
快的活儿是采摘一簇簇肥厚鲜嫩的木耳，食用
菌产业成了一道道增收致富的亮丽风景线。

黄平县：

食用菌产业为乡村振兴增活力

仲秋时节，丹桂飘香。
9月9日，记者走进位于天柱县白市镇的天

柱县三旭竹木工艺品有限公司，明亮的生产车间
里，机声隆隆，一台台自动化机器飞速运转着。
工人们有的喷漆，有的打磨，有的组装，一套套成
品竹家具、竹工艺品摆放整齐，整装待发。

在加工车间，公司总经理薛发川用手指着
正在加工的产品说：“生产线上，是要发往日本
的茶盘，质量要求高，半点马虎不得……”随
即，他带着记者走进蒸煮车间，向记者介绍说，
这里所有的竹片都要进行高温蒸煮，把里面的
糖分煮出来，然后晾干，这样生产出来的家具、
桌椅、板凳、地板等产品就不会生虫、发霉了。

据了解，天柱县三旭竹木工艺品有限公
司，是一家集竹木生长管护、竹系列产品生产
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环保企业。公司于2019年
落户天柱，总投资 8000 万元，目前在白市镇建
有一个总厂，在坌处镇、地湖乡、江东乡各建有

一个分厂，总厂负责深加工，分厂负责初加
工。年产工艺品20万件，年产值达5000万元。

在分拣车间，正在对竹片进行分检的张玲
告诉记者，她是白市村人，来这里打工比较方
便，打工、顾家两不误，每个月还能拿到3000多
元，一家人生活不愁了。“我是 7 月份来这里做
工的，每天 120 元，一个月能拿到 3600 元，比到
外面打工强多了。”在一旁打磨的白市镇窑上
村村民张忠桃说。在压板车间，来自坪内村的
杨春秀正在操作机器压板，她告诉记者，她刚
来10多天，做的是计件活，按平方计算，多劳多
得，估计一个月下来能够拿到4000多元。

负责市场营销的总经理陈信心告诉记者，
总公司现已解决当地村民120多人的就业，一般
普工每个月能有3000多元的收入，计件活可以
拿到 4000—5000 元，技术工可以拿到 6000—
7000元。目前，他们公司生产的产品大部分销
往国外，如欧美、东南亚、日本等地，在当地一些
机关、学校销售一部分，产品供不应求。

天柱县拥有丰富的竹资源，毛竹面积达3.6万
亩。近年来，天柱县依托丰富的竹资源和竹文化，
引进竹制品工艺厂，提高竹林综合利用率，促进竹
林资源可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增添发展潜力。

“毛竹终身只需种植一次，每隔一年添加一次

肥料，三年后每年均可以砍伐，做到合理的开发利
用，便可以做到生态、发展同步。我们企业看准了
天柱县丰富的竹林资源，很有信心把企业做大做
强，带动更多的村民发家致富。”总经理薛发川说。

为了可持续发展，公司还投资 2100 万元，
支持农户进行毛竹林“低改”约 3 万亩，引导当
地竹农合理砍伐、科学利用。据介绍，毛竹只
要管护到位，每亩可生产竹子 6.5 吨，每吨约
500 元，农户每亩可收入 3250 元。

在天柱县，三旭竹木工艺品公司积极发挥
龙头企业作用，带动周边 3000 多户竹农增收，
当地 280 余名村民实现就近就业。

小 毛 竹 大 市 场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克钦 龙文

本报讯（通讯员石明玉王安石）近日，施秉
县人民检察院通过组织专人对12家企业进行走
访调研，深入了解企业的发展状况、存在的困难、
法律需求等情况后，分别从政府部门、企业自身、
检察机关三个角度就如何发挥检察职能，服务企
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护航产业发展的工作举措。

工作上，加强与发改、工信、能源、市监、公

安、法院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帮助排查风险、堵漏
建制，健全内部监督、风险防控建制；充分发挥

“四大检察”的职能作用，坚决打击涉企违法犯
罪，依法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加强与工商联、司
法、综治、园区、工信等部门的沟通，帮助化解矛
盾纠纷，助力企业发展；建立检企联系机制，有的
放矢为企业开展法治“体检”，量身定制专门的

“法治套餐”，全方位、精细化的法律服务。
该县检察院主动融入和服务好地方社会

经济发展大局，护航“十大产业”提质增效，为
施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施秉检察智
慧”和“施秉检察经验”，用“检察力”助力企业
发展的信心，真正让企业家可以安心经营、放
心投资、专心创业。

施秉县人民检察院：

发挥检察职能 共创良好营商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王应和 杨承鸿）金秋九
月，正值稻花鱼丰收的季节。笔者走进雷山
县达地水族乡，层层梯田稻浪，“稻在水中长，
鱼在稻下游”的田园美景尽收眼底。家家户
户在稻田里放水抓鱼，忙得不亦乐乎。

“以前没有实施稻田养鱼基地项目建设，田
坎没有硬化，稻田蓄水不好，无法养鱼，水稻种
植产量也不高，每亩收益不到 2000 元，这几年
来，当地党委政府通过稻田养鱼项目的实施，稻
田灌溉和蓄水都不愁，水稻产量也提高了，稻田

也可以养鱼了，每年春耕时节，还给我们免费发
放鱼苗，村支部党员还到田间教我们如何管理，
今年我家每亩水稻收入3000余元”。达地水族
乡里勇村村民王德永开心地说道。

据了解，近年来雷山县达地水族乡始终坚守
“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
中保护，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村党支部牵头，党员带头示
范带动，积极引导农民发展以鲤鱼为主、草鱼和鲫

鱼等为辅的“稻渔”模式，实现了“一地两用，一水
两养，一季双收”，取得了稻田经济、生态、社会效
益的最大化。香醇的稻米、鲜肥的稻花鱼，形成了

“稻鱼共生”生态循环农业可持续发展。
据悉，2021年达地水族乡有稻鱼共生面积

1.01万亩，水稻平均亩产840公斤、稻田鱼平均
亩产15公斤，总产值3096.66余万元，农民平均
亩产增收3000余元，通过党建引领设施稻田鱼
苗项目，鱼苗发放 8.45 吨，投入扶贫资金 30 万
元，惠及农户300余户，促进了农民增收。

雷山县达地乡：

稻鱼共生让群众实现一田双收

经州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对下列同志
进行任前公示（排名不分先后）。

冉超，男，土家族，1983 年 7 月生，在职研
究生（公共管理硕士），中共党员，现任麻江县
委副书记，拟任州直单位正县级领导职务。

刘劲，男，侗族，1978 年 1 月生，在职大学，
中共党员，现任雷山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县
委党校校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州属国有企业
正职。

公示时间：2021 年 9 月 14 日至 2021 年 9 月
18 日止。如对公示对象有问题反映的，请通
过电话、信件、短信、网络等方式，在公示期间
向州委组织部干部监督举报中心反映。

举报电话：0855-12380
举报网站：http：//www.qdnzzb.gov.cn/12380
举报短信：18984512380
通讯地址：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营盘东

路 51 号（邮编 556000）
中共黔东南州委组织部

2021年9月13日

州管干部任前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