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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谟县开展消防实战演练

本报讯 （通讯员 罗路美） 为进

一步提高辖区重点单位的消防安全意识，

提升重点单位自防自救能力，增强单位员

工防火意识，近日，望谟县消防大队联合

工行望谟支行开展消防实战演练。

演练前，大队培训人员首先就消防

基本常识、 常见灭火器的操作使用、消

防设施维护管理、 火场自救与逃生、火

灾报警和初起火灾扑救等内容进行了

详细讲解。 随后，在灭火实操上，大队培

训人员对所有工作人员和消防安全管

理人都进行了实际操作灭火体验指导，

实地演示了用灭火器扑灭油盆火灾，在

场的员工们也纷纷参与，亲自体验了灭

火感觉，进一步熟练地掌握了灭火器使

用的技巧。

通过此次演练，进一步增强了辖区

重点单位的消防安全意识，提高了辖区

重点单位防控火灾的能力。

安全生产冬春大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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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嫂，前方后方的守护者

通讯员 谭蛟蛟

长情相伴，距离不是问题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可以有多远，对

于州公安局驻兴义和谐阳光医院警务室

民警张鹏来说，那是兴义到遵义的距离，

是他和妻子之间心的无缝连接， 是将近

500

公里的路程， 是两人每个月寥寥的

几次见面。

说起妻子， 张鹏的脸上总是会不自

觉的扬起笑容。 他说：“我们结婚两年多

了，还没有孩子，她现在在遵义医科大学

读研究生，每天有做不完的实验，而我却

也是每天有忙不完的工作， 工作必须干

好，岗位必须坚守。”张鹏的语气里难掩对

妻子的爱。 由于工作原因，张鹏和妻子一

个月顶多能见上一两次面， 除了见面外，

两个人每天一个电话是必不可少的。而这

个电话，更多的是慰藉两人相思之情。

笔者问张鹏， 最想对妻子说的一句

话是什么时候，他没有犹豫地说，一直以

来几乎都是她回来看我，没有一丝抱怨，

一直支持着我的工作， 我很感谢妻子的

理解、支持与陪伴，她辛苦了。

守护幸福，我们的心连心

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照顾父母、一

个人守着漆黑的漫漫长夜。对警嫂来说，

丈夫守护一方安定， 而她只需帮他守护

好家的港湾。

孙瑶， 州公安局禁毒支队民警杨煜

昌的爱人。由于工作原因，她和丈夫是两

地分居，他在兴义，她在兴仁。 周末或是

节假日对于许多人来说， 就是一家人一

起休息放松的团聚时刻， 而作为一名人

民警察，他的许许多多个周末和节假日，

都留给了加班和执勤， 却极少能留给家

人。

自打结婚怀孕以来， 孙瑶和丈夫就

一直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兴义到兴仁，

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 却让两人从此为

了见面奔波在这条路上。 丈夫尽管不能

时时陪伴在孩子和孙瑶身边， 但在孙瑶

眼里， 丈夫却是一个特别顾家的人。 她

说，丈夫哪怕工作再忙，也会尽可能的抽

出时间来陪伴她和孩子，不能回来时，也

会打视频电话来关心家里的情况。 孩子

跟爸爸也比较亲， 每次一家人在一起的

时候，孩子总是特别开心地黏着爸爸。

当笔者问起家人对她丈夫工作的态

度时， 孙瑶讲到自己和家里人都是很支

持的， 并给笔者讲了一个小故事。 孙瑶

说，

11

月

2

日， 正逢休班的她带着孩子

去兴义看丈夫， 孩子爸送她们回到兴仁

后，进门上了个厕所就又赶回兴义去了。

她妈妈就对她说：“你怎么不直接搭个顺

风车下来，还让他来回折腾。 ”从这里可

以看出来， 孙瑶一家对她丈夫工作的态

度是“支持”。

说到里， 孙瑶也说起两个月前她来

看丈夫， 丈夫对她说的那句话，“这些工

作，你不做，我不做，那人民安定的生活

由谁来守护呢？ ”孙瑶说，当时我还笑话

他，说得像他自己不是一个普通人一样。

但其实我懂的是他那颗为人民服务的

心，所以他守护一方安定，我守护他。

前方后方，我们都一样

警嫂不仅仅是普通人， 还可能也是

民警。

民警罗媛嫄， 在州公安局技侦支队

负责禁毒隐蔽战线的防控， 而丈夫在兴

义市公安局禁毒大队站在一线与毒贩斗

智斗勇， 他们是同事眼中配合默契的夫

妻拍档，一个守在幕后，一个在一线。 他

们既为民警，也为家属，而罗媛嫄更是一

位不一样的警嫂。

禁毒工作的繁重， 是别人意想不到

的艰辛。罗媛嫄说：“他是在一线，通常有

案件需要加班的话，我是两天一夜，他就

是三天两夜这样， 我负责配合他们进行

抓捕工作，他们把人抓到以后，我这边的

工作基本就结束了， 但他那边还要进行

后续的审问工作， 忙的时候甚至有过三

四天的时间没有回过家，而每一次加班，

他都比我多。 ”半年前，她就因工作原因

而失去了再一次做母亲的机会， 这事尽

管让她很心痛， 但是她并不为这份工作

而后悔。

罗媛嫄从警

5

年，和丈夫结婚

5

年，

女儿

4

岁，在读幼儿园，但女儿都是跟着

外公外婆一起过得多。 她说：“作为禁毒

民警，我们随时面临着加班，能陪孩子的

时间屈指可数。每次幼儿园搞亲子活动，

我们家都因为工作原因很少能到场，这

是作为‘双警’家庭的无奈，这也是我们

觉得最对不起女儿的地方。 ”

对于家庭， 罗媛嫄和丈夫无疑是愧

疚的， 父母年纪也大了， 还要让他们操

心，帮忙照顾小孩；对于孩子，他们是自

责的，但是他们相信，孩子长大之后，会

明白父母肩上的责任；对于工作，他们是

无悔的。

对所有的警嫂来说， 那个应该守护

她的男人，在用他的青春、热情和生命去

守护他肩上神圣的使命， 而她们则为了

他们的付出而守护， 她们也是了不起的

守护者。

兴义市表彰 10名优秀志愿者

和 10个优秀志愿服务组织

本报讯 （通讯员 洪 霞）

12

月

5

日， 兴义市召开

2019

年度

新时代文明实践“优秀志愿者”“优

秀志愿服务组织”表彰会。

会上，该市教育系统志愿服务

队、丰都街道永安社区志愿者服务

队、威舍镇大山小爱志愿支教协会

等

10

个“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和陈

薪竹、张琳 、刘兴萍等

10

名 “优秀

志愿者”受到了表彰。

表彰会指出 ， 要把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建设成为学习传播科

学理论的重要阵地 ； 落实政治责

任 ， 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成为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坚

强阵地 ；围绕立德树人 ，把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成为培养时代

新人、弘扬时代新风的精神家园 ；

完善运行机制 ， 把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建设成为开展中国特色志

愿服务的广阔舞台 ； 统筹协调各

类志愿服务队伍 、 社工组织和社

会组织的力量 ，密切配合 、通力协

作，明确责任、强化措施 ，把 “新时

代文明实践 ” 工作与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 、城乡融合发展 、精神文明

建设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 实现

资源共享 ， 切实提高广大群众对

品质生活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五月天春蕾计划”第三批助学款发放

安龙县 300名贫困学生领取助学金

本报讯 （通讯员 刘桔帆）

12

月

7

日， 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

“五月天春蕾计划” 安龙县第三批

助学款发放仪式先后在万峰湖镇

民族小学、 招堤街道龙蛇小学、青

龙小学举行 ， 在当天的发放仪式

上 ， 共为上述三所小学受资助的

300

名贫困学生发放了

12

万元的

助学金。

“五月天春蕾计划 ”助学项目

是台湾乐团五月天与中国儿童少

年基 会 联 手 合 作 的 公 益 助 学 项

目 ， 旨在帮助解决贫困地区女童

及留守儿童的就学和生活等各方

面的实际困难。

2017

年

6

月，在民

进中央驻安龙县扶贫工作队和县

妇联的多方协调下 ， 争取到中国

儿童少年基金会 “五月天春蕾计

划 ” 在贵州省

36

万元的助学金 ，

资助安龙万峰湖镇民族小学 、招

堤 街 道 龙 蛇 小 学 和 青 龙 小 学 的

300

名家庭贫困 、 品学兼优的儿

童 ，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400

元 ，

连续发放

3

年。

贞丰县检察院

爱心救助 群众致信感谢

本报讯 （通讯员 龙丽文

曾 楷） “韦艳的病情得到了控

制，现已完成第三个疗程的治疗，还

需五个疗程便可康复，在此，我向贞

丰县人民检察院、 沙坪镇大寨村驻

村工作队、 沙坪中学以及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表示由衷的感谢！ ”近日，

家住贞丰县沙坪镇大寨村的贫困群

众韦荣泽， 给贞丰县人民检察院及

该院驻大寨村工作队写了一封感谢

信，感谢该检察院及驻村工作队，帮

助他挽救了重病女儿的生命。

今年

9

月份，贞丰县人民检察

院驻村工作队在走访中，获知沙坪

镇大寨村贫困户韦荣泽的女儿因

身患重症，生命垂危。 该检察院帮

扶责任人第一时间向院领导汇报，

单位领导立即指派驾驶员与帮扶

责任人到韦荣泽的家中，将其女儿

接送到州人民医院做进一步诊断

和治疗。经过医院专家汇诊结果为

某种特殊病症， 病情十分危重，必

须立即接受治疗 。 经医院初步核

算，大约需要

50

余万元的治疗费，

这笔高昂的医疗费用对于贫困户

韦荣泽来说 ，无疑是一个 “天文数

字”。在韦荣泽一家一筹莫展之际，

该院驻村工作队与帮扶责任人几

经了解，告知其女儿的病符合享受

重大疾病免费治疗的惠民政策后，

韦荣泽同意让女儿在州人民医院

就医， 为了不耽误最佳治疗时间，

该院安排帮扶责任人及时为其办

理入院手续。

韦荣泽女儿在住院治疗期间，

检察院动员全院干部职工为其捐款

4930

元，通过动员社会力量为其募

集到善款

15000

余元，为年仅

16

岁

的年轻生命争取最佳治疗时间。 据

医院医生介绍， 韦荣泽的女儿目前

已完成了

3

个疗程治疗， 还需

5

个

疗程便可康复。 韦荣泽得知女儿可

以完全康复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特

意致信贞丰县人民检察院， 向县人

民检察院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表达

谢意。

爱心人士向母校捐资 10万元助学

本报讯 （特约记者 邢祖

性 ）

12

月

4

日 ， 册亨县者楼中

学 、者楼街道中心小学举行了 “爱

心人士黄寿仙资助者楼中学 、者

楼街道中心小校贫困生资助金发

放仪式 ”，共发放爱心款

10

万元 ，

140

名品学兼优的贫困中小学生

受益 。 其中

60

名受助初中生每人

获资助

1000

元 ，

80

名受助小学生

每人领到善款

500

元 。

黄寿仙是土生土长的册亨人，

曾就读于册亨县者楼街道中心学

校，幼年家境贫寒，遍尝生活艰辛。

初中毕业后，她便到浙江宁波奔波

打拼，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积累了

一定财富，但她致富不忘关爱弱势

群体，慷慨捐资助学。 从

2016

年

3

月起，她开始以每学期至少

5000

元

的爱心款资助母校品学兼优的贫困

学弟学妹读书， 这次又捐了

10

万

元 ，截至目前 ，她个人已累计为该

校品学兼优的贫困中小学生捐资达

24.4

万元。

受助学生表示，要立志成才，以

优异的成绩回报学姐黄寿仙，长大

以后要像她一样，养成助人为乐、扶

弱济困的良好品质，做一个对社会

有用的人。

兴义市向阳路小学举行

冬季传染病防控主题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 罗龙师 苏

凤）

12

月

2

日， 兴义市向阳路小学

举行冬季传染病防控教育活动。

冬季是传染病的高发季节，为有

效预防传染病在学校的发生和传播，

确保师生身体健康，该校举办了此次

活动 。 活动中 ，辅导员老师介绍 ，冬

季常见的传染病有普通感冒、流行性

感冒 、水痘 、腮腺炎等 ，主要通过空

气 、飞沫传播 ，预防冬季传染病应该

注意避免受凉 、 增强营养 、 加强锻

炼、讲究卫生和勤开窗通风。 冬季传

染病虽然种类繁多，但只要重视预防

工作 ，做到早发现 、早隔离 、早治疗 ，

就可以有效地阻断传染病的流行与

传播。

本次主题教育， 加强了学生对冬

季传染病的防控意识， 提高学生的自

我保护能力， 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奠定

了良好基础。

12

月

6

日至

8

日， 望谟民族中

学举行第

43

届校园田径运动会暨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赛场上，该校

79

个班

2000

余名

运动员参加了田赛和径赛以及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高脚竞速、板鞋、

10

人

手持竹竿协同跑

100

米等

15

个项目

351

个奖项的角逐。 同学们在赛场上

奋力拼搏， 展现了当代中学生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

特约记者 胡云学 摄

安龙县完成防雹炮站监控安装

助推人影工作现代化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文勇 陈

玲丽） 为推进县级气象部门人工影

响天气现代化建设， 安龙县人影作业

炮站视频监控全覆盖建设工作已正常

投入使用。 监控系统采用云存储技术，

炮站监控直接传输到云端， 在该县人

影办通过客户端访问监控。 近日，该县

人影办与施工方完成了对

6

个炮站的

监控建设初步验收工作。

此项工作的推进 ，可以实时监控

炮站的周围环境 、 炮台及弹药库 ，加

强了对人影炮站动态安全管理 ，提升

了炮站的安全性。 安装监控实现了对

人影炮站的

24

小时实时监控 ， 通过

监控还可以实现对高炮操作的监管 ，

促使规范操作，同时可以学习先进炮

站的操作流程，也是确保人工防雹增

雨作业及时、准确、安全、高效的重要

保障。

晴隆县掀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新高潮

本报讯 （特约记者 杨 浩） 今

年以来，晴隆县聚焦打通群众知晓“最后

一公里”，实施“十位一体”，在提升群众

知晓率、理解力、参与力、支持力上下硬

功夫，持续掀起扫黑除恶宣传新高潮。

分阶段、分步骤地制定一整套宣传方

案。晴隆县先后制定《关于深入开展全县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宣讲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有目标、有步骤、有要求地开展宣传工作。

做好集中宣传。县、乡两级相关部门

开展集中宣传

400

余次， 充分利用赶集

天人员密集的优势， 发放扫黑除恶等法

治宣传资料，以及图片、手提袋、围裙等

宣传资料

10

万余份。

做好宣传标语的宣传工作。 悬挂横

幅、喷绘、固定标语、宣传栏

2000

余幅，

通过全县出租车和单位

LED

显示屏滚

动播放扫黑除恶宣传标语。

做好扫黑除恶宣传资料的发放和张

贴。 全县印制扫黑除恶各类宣传资料

60

万份，组织张贴到全县所有单位、临街铺

面 、公共场所 、乡镇广场 、电线杆 、安全

桩、寄递包裹、电梯内部、公路指示牌、运

营车辆，确保做到宣传全覆盖、无死角。

做好网上宣传。通过县政府网站、单

位部门微信公众号、闭路电视、广场电视

屏幕等多途径宣传扫黑除恶内容

1000

余条。 通过三大网络运营商先后推送扫

黑除恶信息和银行推送工资信息内容时

附加扫黑除恶宣传标语

10

万条。

撰写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信息。

县扫黑办撰写工作简报

124

期，学习参考

12

期，全县共撰写简报近

1000

期，全力

抓好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工作。

做好干部职工扫黑除恶宣传工作。晴

隆县先后两次组织全县所有国家机关、企

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

7000

多人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应知应会知识测试，进一步

提升干部职工知晓率和理解力。

集中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讲。

组建

6

个宣讲团，通过开展院坝会、村组

会、工地会等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方

式，开展集中宣讲

250

余次，积极动员广

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打一场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人民战争中来， 形成了浓厚的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氛围。

发挥庭审宣传功能。 组织

200

余人

现场旁听对涉黑案件的审理，近

10

万人

网上观看庭审直播。

抓好

12337

宣传。 通过印制宣传手

册、宣传画报、政府官方网站等渠道，大力

宣传全国智能化举报平台

12337

，积极发

动群众举报身边涉黑涉恶线索。通过全方

位、全覆盖、无死角宣传，形成“十位一体”

宣传格局，切实掀起强力宣传攻势。

通村道路十年纠纷 公安民警一朝调解

本报讯 （特约记者 潘 虎 通

讯员 杨忠权） 日前，册亨县公安局坡

妹派出所民警经过认真细致的思想工

作， 成功化解一起长达十余年之久的通

村公路民事纠纷。

2019

年

11

月

27

日 ， 坡妹镇岩云

村干部报警称 ： 他们准备硬化岩云村

大水井组的一处入户路时 ， 遭遇到村

民驾驶车辆堵路 ， 造成施工车辆无法

施工 ，要求派出所调查处理 。 接警后 ，

值班民警杨忠权带领辅警吴业锋 、刘

波 、蒋云 、秦祖灵及时赶到现场 ，发现

一辆白色的轿车停在一条狭窄的小路

中间 ，车辆 、行人均无法通行 ，车上无

驾驶人员。 经了解，该车辆是本村杨某

的 ， 杨某为了阻止政府帮村民硬化该

条道路 ， 故意将车辆停在此处不让施

工车辆通行 。 民警通过电话与杨某联

系得知， 杨某称该条道路是自己在

10

年前与同村姜某合资修建的 ， 如今当

地的村民要经过条道路 ， 自己的损失

没有得到补偿 ，才用这种方式去堵路 。

为进一步了解事情原委 ， 民警杨忠权

带领辅警兵分三路 ， 由两组对村组干

部及当地群众进行走访 ， 另一组对当

事人反映的情况作深入了解核实。

经核实 ，

2008

年 ，姜某和杨某准备

在本村大水井组开发砂石场 ， 两人共

同出资

18000

元购买了该组

8

户人家

的土地修了一条便道前往砂石场 ，姜

某和杨某将路修好后 ， 由于各方面原

因 ，砂石场未能投产运转 ，该条道路就

荒废了。从

2009

年开始，就有村民开始

在道路两旁建房。 在这

10

余年的时间

里 ，姜某与杨某虽然看在眼里 ，但也没

有其他办法 ， 心里总想着当年投出去

不少的修路费无法挽回 ， 为此在这

10

余年间 ，姜某 、杨某与该村村民多次协

商，但均没有结果。

如今，姜某、杨某看见国家在帮该组

村民硬化道路， 才想用堵路的方式解决

问题。了解情况后，民警主动联系该镇党

委、政府与村组干部、群众代表，随后双

方当事人聚集在一起， 通过近

6

个多小

时的思想工作和调解， 当初卖地的

8

户

人家自愿拿出

16500

元钱， 弥补姜某与

杨某修路的损失，姜某、杨某对此表示满

意。

至此，一桩因为道路引发

10

余年的

纠纷终于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