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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刚 过 去 的 2020
年，注定是一个被历史铭
记的特殊年份。贵州战疫
又战贫、大战加大考，全
省干群风雨同舟，众志成
城。如果每个月有一个关
键词，那么去年的 12 个
关键词，一定会让我们感
动和自豪！

12个关键词，2020年我们这样走过

1 月 9 日，一段让人
泪目的视频在微信朋友圈
里广传———当日室外气
温零下3摄氏度，贵阳市
一小区的消防栓被车辆撞
断，水柱喷起 3 米多高，
消防员跳下窨井。水阀换
掉了，人也冻僵了。

零下3摄氏度，消防员下井关水阀

1月 9日，记者走进赫章县六曲河镇
永兴社区，在村民涂忠友家中看到老两口
正在做午饭，老涂打开水龙头淘米、洗
菜，白花花的自来水源源不断，一会儿功
夫，一桌香喷喷的饭菜上桌。

老涂告诉记者，自从农村饮水安全实
施以来，他家就通了自来水，比起以前吃
窖水方便多了。

“以前我们吃水用挑用提，自从有了
这股水，我家的扁担‘退休’了。”因为
心里高兴，老涂跟记者开起了玩笑。

不过这个“玩笑”还发生在许多家。
同样是永兴社区的村民，许定敏家的自

来水也已经入户。说起使用自来水的感受，
许定敏赞不绝口：“政府给我们通了自来水，

还是好得多。以前是挑水吃，太困难，现在有
自来水方便太多了，洗衣做饭都靠它。”

现在的永兴社区，村民们都已经不再
用扁担。家门口接通了水龙头，家中安装
了淋浴，足不出户就可以用上自来水，既
保障了生活用水安全，又没有了走山路挑
水的困难。

“我们在加大管水人员培训的同时，
加大对辖区内供水管道、水源点的巡查排
查力度，建立巡查维修管护台账，水费收
缴台账等，发现问题及时维修管道，”六
曲河镇水利站负责人朱啟福说，他们将继
续做好农村饮水安全的后续管护工作，让
群众喝上放心水、干净水、满意水。

永兴社区农村安全饮水的发展变迁，

只是赫章县开展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的一个缩影。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赫章县，山高坡陡，
沟壑纵横，因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特征，饮水
难成为长久以来广大农村面临的一道难
题。农村饮水安全作为脱贫攻坚的“必答
题”之一，赫章县在加快补齐农村供水基础
设施短板上努力的脚步从未停歇。

赫章县始终把农村饮水安全作为最重
要的民生工程，作为脱贫攻坚的底线任务
来抓。按照“先谋后动、先远后近、先难
后易、先内后外、先快后慢”和“高水高
用，低水低用，大水源保大片，小水源保
零星”的原则，谋划并启动了全县农村饮
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目前，全县共建设饮水工程434处，解
决13万户67万人饮水问题，其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3.5万户16万人。农户自建饮水工程
123处，解决3.3万户14万人饮水问题，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户7172户3万人。

“建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更要管护好
才能长久发挥效益。”赫章县水务局局长松
海说，赫章县通过村干部带头、灵活制定管
理规则以激发全体村民的管水活力，探索
解决农村饮水工程管理难题，让农村饮水
安全工程效益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高山深处织水网，安全饮水润万家，
随着当地一个又一个农村饮水项目建设、
管理、服务呈现良性循环，如今困扰赫章
县87万群众的“饮水难”问题一去不返。

自从通了自来水，赫章县六曲河镇永兴社区村民涂忠友家的挑水扁担“退休”了。怎么回事？本期“了不起

的事”，聚焦赫章县农村供水民生工程，说说群众喝上放心水、干净水、满意水的高兴事——

挑水扁担“退休”了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星

1月9日，南方电网贵州毕节威宁供电局工作人员
对10千伏覆冰线路进行除冰作业。

受本轮强冷空气影响，从1月3日起，贵州电网输
电线路覆冰条数连续攀升。截至1月8日17时，贵州电
网公司所辖10千伏及以上线路覆冰达842条，线路覆冰
主要分布在贵阳、遵义、六盘水、毕节、安顺、黔东

南、黔南等区域。
为确保电力线路安全稳定运行，贵州电网公司结合

运行经验和气象预测，全力做好电力线路覆冰监测，并
通过北斗卫星系统将监测数据传输到指挥中心开展分
析，结合覆冰数值制定融冰方案，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
定运行。 陈举 王绪竹 摄（贵景网 发）

战冰雪
保供电

1月6日，记者走进修文
县阳明洞街道办程官蔬菜基
地及六屯镇长田蔬菜基地，
当地村民正在蔬菜基地大棚
内忙着收割大白菜，然后一
棵棵大白菜被分装进袋子
里，装车准备送往贵阳农产
品物流园。

由于近日寒潮雨雪天气
接踵而来，为了保障市民需
求，让贵阳市“菜篮子”不
断档，目前修文县已经全面
开始了蔬菜冬季保供工作。

“我们的蔬菜一直是在陆
陆续续地种和收，只要车能
够到基地，这里随时都有蔬
菜，全县能够充分保障新鲜
蔬菜的供应。”修文县农业农
村局蔬菜产业专班副班长、
蔬菜办主任蒋维艳说。

记者在基地现场看到，
虽然天气寒冷，但是在大棚
内种植的蔬菜并未受到影
响，棚内种植的叶菜类主要
有白菜、青菜、豌豆尖，香
细菜类有香菜、蒜苗、红油
菜薹等，可以完全满足市场
的需求。

据了解，基地种植蔬菜

的大棚不仅有高标准大棚，
还有用来育烟苗的大棚，在
烟苗种植结束的空档期，大
棚将全部用来种菜，既提高
了大棚的利用率，保障了市
场的供给，同时也为当地居
民带来了增收。

“针对蔬菜品质，我们把
质量安全监管纳入日常管
理，每一个基地出去的产
品，都要有我们出具的农产
品食用合格证。”蒋维艳向记
者介绍。

目前，修文县蔬菜种植
面积达 80000 余亩，凝冻期
间随时可以供应的蔬菜面积
5000 余亩，上市量 12000 余
吨。其中大棚蔬菜 1600 亩，
露地菜3400亩，充分保障市
场的日常供应。

下一步，修文县将继续
做好寒潮雨雪凝冻天气的蔬
菜保供工作，积极对接蔬菜
生产基地，畅通产销对接渠
道，减少因天气带来的影
响，同时还将确保春节前后
期间的蔬菜供应，及时展开
速生蔬菜的摸底调查，做好
栽种准备。

大棚收割忙 “菜篮”有保障
修文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振东 罗竣凌 伍维玉

“再冷的天都要一大早起
床把牛拴出去，去把猪草割
回来。”小寒时节，德江县安
化街道楠木园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点的居民陈明周聊起 3
年前的过冬情景，他直摇头
说：“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半
辈子。”

然而，2018 年 9 月，通
过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让陈
明周一家搬进了德江县楠
木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的业康小区，住上了县城
里的好房子，稳步过上了
现 在 的 市 民 新 生 活 。 虽
然，刚搬进县城由于没能
及时就业也经历了一段过
渡期，但陈明周一家的状
况很快就得到了改变。

“人只要勤劳肯做，就业
就不是难事。”在搬进城的两
年多时间里，陈明周在小区
当过清洁工，在建筑工地当
过门卫。最后，他选择在自
家小区的一家手套加工厂就
近工作，由于离得很近，一
些工作还能领回家里做，尽
管工资不高，但这样的居家
就业让陈明周很满意。

当记者走进陈明周的新
家时，他正在电烤炉上给一
大堆新完工的手套剪边、翻

套。他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
边与记者说道：“在家闲着也
是闲着，每个月能挣五六百
元，水电费菜钱就差不多
了。加上妻子也在手套厂里
上班，每月有3000多元的收
入，日子越过越好。”

现在，陈明周还是每天
一大早就起床。和过去早起
不一样的是，他会把垃圾提
下楼然后到小区的广场里走
上几圈，接着又到手套厂里
取几捆新货到家里守着火炉
上班，完全融入了城市的新
生活。

陈明周的市民新生活只
是楠木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点里1900多户易地扶贫搬迁
群众快步致富的缩影。在安
置小区的服装厂、手套厂、
手工艺品厂里，类似的新市
民故事比比皆是。

新年快到了，一些青年
志愿者又到小区里为搬迁群
众书写对联，陈明周午饭后
小睡了一会，来到小区说出
了自己的新年心愿，一个年
轻人斟酌了一会儿，提笔为
他写了一副对联：“党心民心
万众一心科学发展春风起，
国运家运宏图大运社会和谐
旭日升。”

新市民陈明周的新生活
德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冯胜彦

1月4日，安龙县普坪镇香车河
村，尽管室外寒风刺骨，但村里的
香菇种植大户王永伦却在自家大棚
里忙得满头大汗。

“这段时间要加强对香菇的冬季
管理，迎接春节期间的市场需求。”
王永伦在他的食用菌大棚给香菇补
水控湿。“冬季气温低，出菇量少，
但菇肉厚，品质好。”

“我的食用菌大棚是2020年3月
搭建的，共有 13 个，种的都是香
菇。现在有 8 个大棚开始出菇了，
初步算最少能有13万元的收入。”王
永伦说，在村里发展食用菌产业之
前，他在县城里打零工，收入一直
都不稳定，如今自己做起了产业，
成了老板。

香车河村不论森林资源还是水

资源都很丰富，具有发展食用菌种
植的有利条件。基于此，2020年年
初，普坪镇在规划食用菌种植产业
时，便将500亩食用菌核心区的选
址确定为香车河村。同时，通过政
策鼓励，让村民参与到食用菌发展
中来。

“村里邀请科技员给我们进行食
用菌种植技术培训。有了技术，我
们对通过发展食用菌实现增收致富
有了信心。”王永伦介绍，为解决村
民发展食用菌的后顾之忧，除了技
术培训，当地政府还协调解决了与
产业发展有关的基础配套设施，比
如修路、修水沟、修冷库等。

“其实只要肯用心管理，种植香
菇不难。”如今谈起香菇种植，王永
伦有他自己的心得：“食用菌大棚都

是搭建在自己家的土地上，成本不
高，而且政府还有种植补贴，大家
都很愿意种。”

对于新的一年，王永伦的愿望是
考驾照、买辆车，既方便出行，也方便
香菇运输。“我现在正计划着让外出
务工的儿子回来帮忙，一起把香菇种
植产业发展好。”王永伦说。

在安龙县，王永伦是该县发展
食用菌种植产业的一个缩影。

截至目前，安龙县已有22家企
业从事食用菌产业，较此前增长了
21家，此外还有48家合作社开展食
用菌种植。食用菌种植面积从2016
年的 200 亩扩大到 2020 年的 3.6 万
亩，产量从 500 吨增加到 14 万吨，
产值突破 15 亿元，共覆盖贫困户
16083户71198人。

香菇种得好，口袋里的钱少不了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刘朝富

1月7日，赤水市葫市镇小关子
村红色宣讲员方吉平一大早便来到
村里的活动中心，为村民们讲述五
四运动先驱谢绍敏的故事，像这样
的宣讲，对于方吉平来说已有上百
场。

方吉平这样的宣讲员，在当地
被亲切的称呼为“嗑子匠”。在为群
众宣讲红色故事的同时，“嗑子匠”
们还会利用茶馆等场所对群众进行
宣传以及调解纠纷等。

这两天，正值赤水市丙安镇
赶集，古镇上的茶馆一早便坐满
了村民。75 岁“嗑子匠”马国友
拿出笔记本，又一次给大家宣讲
起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内容

及精神。
马国友是丙安镇的一名退休干

部，也是一名“嗑子匠”。当地居民
遇到了什么难事儿，总是会找到他
商量。为了方便收集民意，帮助群
众处理问题，一到赶集天，马国友
准会到茶馆“打卡”，而茶馆在不知
不觉中已成为大家学习政策和解决
事情的“集中地”。

马国友笑呵呵地说：“在茶馆，
方方面面的人都来了，通过摆龙门
阵的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比
到村里去开个会效果还要好。”

在赤水市各街道和乡镇，以
茶馆为阵地，利用川黔文化“嗑
子匠”的茶馆文化，将政策宣讲

阵地设立在茶馆，使老茶馆焕发
新活力。除了发挥纽带作用外，

“嗑子匠”们还带动着产业发展。
2013年，赤水市大同镇华平村

“嗑子匠”周代华率先发展起了石斛
种植，目前已发展60多亩。作为村
里第一个吃到“螃蟹”的人，周代
华石斛能致富的消息传播出去，并
教授村民石斛种植技术，带领大家
一起发展石斛种植产业。

如今，“嗑子匠”的身影活跃在
赤水市的大街小巷以及田间地头，
真正让他们实现了从旁观者变参与
者，再从参与者到传播者的转变，
真正实现了农村社会自我服务、自
我管理的新格局。

“嗑子匠”传播文明新乡风
赤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俣 何芳

1月5日凌晨，走进玉屏自治县朱
家场镇鱼塘村米粉加工厂，隆隆的机
器轰鸣声中鱼塘村村主任姚茂贤正同
工人一道加班加点赶制米粉。

“我们的米粉，采用订单式生产，
一年的销售额达40余万元。”姚茂贤介
绍，米粉加工厂是村里整合东西部扶
贫协作资金60万元建成的集体经济项
目，雇佣8人长期务工。

为了带领群众致富，姚茂贤一直
都很“拼”。

不拼不行。鱼塘村曾是玉屏14个
深度贫困村之一，自然条件恶劣，常
年严重缺水，村民主要以务农为主，
收入来源少。

姚茂贤早些年在广东务工，闯出
一番名堂，借玉屏大力发展温氏家庭
农场养殖优惠政策，回村发展生猪养
殖，取得了较好收益。时任鱼塘村村
主任姚沅明找上门来动员他接班。“村
里的发展离不开带头人，带领全村脱
贫致富，才是你的真本事！”

2014年，姚茂贤当选鱼塘村村主
任，开始了带领村民“找水、修路、
兴产业”的脱贫三部曲。

第一个突破口是解决饮水问题。姚茂
贤积极对接玉屏水务部门，找来专业探井
队，可不曾想一连打了3口井都不出水，大
伙气馁了。在他的再三请求下，留下探井
队，最终打出鱼塘村第一口水井。后在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之际，鱼塘村一口气打了
7口井，彻底解决了缺水的困境。

要想富先修路，姚茂贤带领全村群众埋头苦干，鱼塘
村先后修建了8条组组通沥青路共17.5公里，改善联户路
18条3.6公里。

为了让村民都过上好日子，姚茂贤这样的“折腾”没
有停止。

意识到光靠带头发展温氏家庭农场不足以带领大家共
同致富，姚茂贤想到了发展村集体经济。

于是，他四处积极筹措资金，先后建成油脂加工厂、
精品水果基地、米粉加工厂并投入运营。

为了打通销路，姚茂贤带头到全县各单位食堂和超市
推销鱼塘村的菜油和米粉，充分利用联建帮扶部门教育局
的信息资源，整合全县各学校信息交流平台，当起了鱼塘村
产业的“宣传员”和“售货员”。

在姚茂贤的努力下，鱼塘村生产的菜油、茶油、米粉
得到了市场的认可，畅销全县各单位食堂及各大超市。
2020年，鱼塘村村集体经济纯收入突破48万元。

姚
茂
贤
的
﹃
拼
命
﹄
三
部
曲

玉
屏
自
治
县
融
媒
体
中
心
记
者

陈
华
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