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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水职院：

凝聚水院力量 润泽山乡百姓
杨郦晶

为紧密结合贵州三大发展战略和实现“四新”目标，2021年，贵州水
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贵州水职院”） 成立了乡村振兴办公
室，积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全省唯一一所水利水电类职业院校，学
院秉持“以水润德，泽被万物”的润泽育人理念，发挥学院水利水电专业
特色，从“保基础、兴产业、派驻村、育人才、送技能”着手，探索并积
累了职教助力乡村振兴开新局的宝贵经验，为乡村振兴战略贡献了“水院

力量”。
2021年，学院水利工程系荣获“全国水利扶贫先进集体”称号，学院

水利工程系党总支办公室主任马毅荣获全国“农村饮水安全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称号；学院入选教育部职成教司“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典型
案例”全国首批展播单位之一，突出了学院决战脱贫攻坚服务乡村振兴的
典型做法和积极贡献，彰显了学院育人传技、润泽八方的职教风范。

为了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扎实开展“察
民情访民意”专题调研和“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按照省水利厅党组安排，根
据“四个不摘”和一个专班盯到底的要求，
今年年初，贵州水职院党委书记杨志宏率
领省农村饮水安全成果巩固第十工作队
赴织金县督导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副院
长严易茂率领省农村饮水安全成果巩固
第十六工作队分别前往德江县、思南县、
松桃自治县开展督导检查工作。

织金县三塘镇岩溶发育，山高水低，
三塘集镇及周边村寨 1万余人饮水全靠
泵站提水，提水扬程高、管线长，运行管
理难度较大，常因管理不到位致供水不
正常。杨志宏发现问题后，发挥学院水
电专业优势，派遣水利工程专业教师谢
洋和电气设备专业教师罗杨深入调研，
针对性地提出管水员技能提升、分时分

片错峰供水、合理调配水资源、补充水源
等措施，从专业角度帮助该地坚决运行
管护问题。今年国庆节期间，谢洋、罗杨
两位老师放弃假日休息时间，吃住在村
里，与管水员和镇、村干部一道，看设备、
巡管线、走农户，有效解决了三塘镇 1万
余人的饮水困难问题。

农村供水保障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关系民生福祉，涉及千家万户。织金县
作为我省农村饮水安全成果巩固“9+3”
重点督导县，仍面临着供水保障水平还
比较低等问题，为此，第十工作队队长杨
志宏数次率队赴织金县开展督导检查工
作。他强调织金县委、县政府把农村饮
水安全保障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来抓，同时要求督导队要主动帮助织金
县梳理问题清单，提出整改要求，确保督
导到位、整改及时、群众满意。

今年 5 月，第十六工作队副队长、学
院纪委书记王昊带领学院参加巩固督导
工作的教师赴松桃自治县开展农村饮水
安全成果巩固督导。工作组在松桃自治
县九江街道永和社区大湾组、中山塘组
走访农户、现场制定整改方案，落实责任
人并要求限期整改。

今年 9月，学院副院长严易茂率领第
十六工作队赴德江县、思南县、松桃自治
县开展农村饮水安全督导工作。督导队
员们先后到德江县平原镇台头村黄家沟
组和麻池组、思南县鹦鹉溪镇杨家山水
库、凉水井镇关口片区岳家寨村等地实地
查看了水源点、蓄水池和供水设施情况。
经过调查了解，严易茂提出了具体意见，
他要求各地各级部门落实农村应急供水
保障工作，重点摸排边远地区散户、高海
拔地区高扬程抽水泵运行，做好伏旱时期

供水困难等地区群众供水保障，梳理检查
发现的问题，将限期整改落实到位，确保

“水源头”到“水龙头”的饮水安全。
今年由学院领导带头、抽调23名专业

教师参与了全省巩固农村饮水安全督导
工作，按照“四个不摘”和一个专班盯到底
的工作要求，分赴织金县、思南县、德江
县、松桃自治县开展农村饮水安全督导工
作。督导队坚持见人、见事、见时间、见责
任、见终端、见成效的“六见”工作要求，坚
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紧扣党
史学习教育“察民情访民意”重点工作，瞄
准边远山区、高海拔地区、水资源短缺地
区开展摸排，举一反三，一抓到底，推动问
题核查整改见底见效。

2021年 3月至今，贵州水职院派出教
师共完成对织金县、松桃自治县等 5个县
116 个乡镇（街道）、708 个村、1872 户、
6630 人、731个饮水安全工程的排查，督
促完成问题整改368个。

2021 年国庆节期间，贵州水职院部
分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带队慰
问了节日期间奋战在农村饮水安全督导
工作一线的学院教师。

保供

督导农村饮水安全 让村民喝上幸福水

“利用赫章地区光照时间长的特点，
在村民闲置的平面屋顶铺设光伏发电板，
可充分利用太阳能发电。”5月 14日，贵州
水职院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评审会召开，《光伏
新能源点亮万家 助力乡村振兴稳发展》
项目负责人王太广发言时如是说。

这是贵州水职院结合贵州三大发展
战略，探索职业教育在助力“乡村振兴开

新局”上的可推广、可复制实践模板，积
累职业教育在乡村产业发展、人才培养、
文化建设、生态保护、基层组织建设等方
面的经验做出的有益尝试，也是学院立
足工作实际、学党史落实“我为群众办实
事”的具体举措。

评审会召开当天，省教育科学院、省
教育厅、省水利厅、毕节市教育局、赫章
县、赫章县中等职业学校相关负责人及

贵州送变电试研院、省水利厅、贵州省黔
中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管理局技术专家应
邀到场担任评审。

现场评审结束后，经专家组合议，
《打造“生态宜居＋产业振兴”美丽乡村
——赫章县城关镇青山村示范点建设项
目》《贵州省农村水质监测智控平台项
目》和《光伏新能源点亮万家，助力乡村
振兴稳发展》项目均拟推荐院级立项。

项目立项后，学院又以“县局校”区域
协同发展、助力赫章县乡村振兴开新局的
方式，在职业教育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上作出示范。

今年 8 月 24 日，贵州水职院党委书
记杨志宏，党委副书记、院长陈海梁带队
前往赫章县开展县局校三方携力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
目调研及座谈签约会。让职业教育在乡
村产业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建设、生态
保护、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在毕
节职业院校加以推广，助推毕节建成一
批具有毕节试验区特色的高水平职业院
校，使之成为职业教育助推乡村振兴及
区域协同发展的典型范例。

兴业

三个乡村振兴项目立项 “县局校”合力助推开新局

今年 8 月 25 日，16 岁的王田坤第一
次走出县城，来到贵州省水利电力学校
报到。陪伴他来的除了爸爸，还有玉屏
自治县朱家场镇甘龙村驻村第一书记苏
国樟。“给你们送来个好苗子！”苏国樟笑
着和学校报名处的同事晏大勇打招呼。

王田坤的父亲王金云是甘龙村村委
会副主任，他和孩子从苏国樟那里了解到
贵州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中专部教育
采取中高职贯通培养方式，水利水电特色
鲜明，就毫不犹豫地填报了这所学校。

2021年 5月，贵州水职院青年教师苏
国樟来到玉屏自治县朱家场镇甘龙村担
任驻村第一书记。他是福建人，刚到村
里听不懂当地人说话，不明白村民心里
的真实想法，一度让他陷入困境。“我来
村里能做什么？该做什么？”苏国樟这样
问自己。于是，苏国樟经常去村民家里

串门，向村里的老干部了解产业发展情
况。全村 235户 937人，脱贫户 94户 369
人，这些数据，最终变成了他入户走访的
足迹。

对村情有了初步了解后，接下来苏
国樟又积极带领村干部及驻村干部重点
围绕防贫预警监测、村支两委换届、乡村
振兴等方面做工作、找思路、寻发展。

驻村第一书记在乡村振兴前线忙
碌，贵州水职院作为他们的强大后盾在
后方倾力支持。8月 11日，贵州水职院院
长陈海梁带领学院组织部、继续教育部、
电力工程系以及深圳市万家灯火智能电
气有限公司相关负责同志一行 11人前往
玉屏朱家场镇开展调研，谋划与深圳市
万家灯火智能电气有限公司共同推进水
上光伏发电试点工作。

除了谋划村里的产业发展，苏国樟

还要解决村民的矛盾纠纷，帮助村民解
决实际困难，从寻找资金修复村里被损
毁的道路、为村民子女升学就业提供帮
助，他经常笑称自己就像村里的“大家
长”一样。

和苏国樟一起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
还有学校另一位年轻教师——张玉伟，他
在玉屏朱家场镇长华村驻村。刚开始，村
民们听说他是从省里来的，对他的期望特
别高，甚至有人问他“能给村里带来多少
钱”，让初来乍到的张玉伟不知所措。

驻村一个多月后，张玉伟对村情慢
慢熟悉起来。长华村的驻村工作队有三
人，按照各自专长分工，由张玉伟来负责
村里的党建工作。摆在他桌子上的党建
材料是前一批驻村干部留下来的，有手
写的、有拍照保存下来的，还有不少新增
内容，都要靠他来逐一整理。

村里的电脑比较老旧，打字很费劲，
网速又慢，经常卡顿。张玉伟不得不带
上自己的电脑和U盘拷资料，回贵阳的时
候他就把电脑背上，抓紧时间整理党建
资料。

张玉伟严格按照有关文件要求对
“三会一课”“党支部标准化建设”“村两
委换届选举”“镇第八次党代会选举”等
从内容和格式上进行梳理整理，三个月
后已基本完成。

在及时做好资料上传的同时，张玉
伟还督促党员在铜仁智慧党建云线上学
习平台签到并学习，他所在的长华村党
支部党员学习率在全镇名列前茅。在驻
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的共同努力下，长
华村党支部获得“全县党支部标准化规
范化建设示范点”“2021年度朱家场镇先
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

张玉伟说，作为一名乡村振兴时期
驻村第一书记，我要严格要求自己，树立
好在群众心中的形象，多往群众中跑，多
为群众考虑，多为群众解决力所能及的
事，帮扶长华村发展产业，让群众过上好
日子。

帮扶

驻村干部倾力帮扶 全院师生鼎力支持

“考场就在家门口，太方便了，
有了证以后去外面上班更容易了。”
今年 7月 1日，参加了安顺市普定县
那贝村农民工（电工五级）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考核的那贝村村民卢俊高
兴地说。

据了解，这次考核是由贵州水
职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中心组织开
展。贵州水职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中心成立于 2020 年 8 月 21日，前身
是贵州省第十一国家技能鉴定中
心。技能等级认定中心在那贝村开
展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是该中
心成立以来首次组织开展的技能等
级认定考核活动。贵州水职院继续
教育部主任朱晓娟介绍，学院将充
分发挥职教优势，为广大劳动者求

职求学、自主创业、减负稳岗、灵活
就业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社会服
务。

今年8月，贵州水职院在安顺市
顺利组织完成56名农民工的初级电
工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核工作。

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人才发展
需求，贵州水职院于今年 9 月到长
顺县创意电器有限公司，为员工开
展技能等级认定工作。除了技能等
级认定外，贵州水职院继续教育部
带队、电力工程分院配合，选拔三名
电力专业教师利用周末时间上门给
考证员工开展培训并指导实践操
作，让企业员工在业余时间能学习
提升专业技能，员工之间渐渐形成
了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培训

发挥职教优势

服务企业人才需求

为不断提升在校学生社会责任
感和实践能力，贵州水职院将送技
能下乡作为一项长期活动来开展。
今年 5 月底全国职教活动周期间，
学院第一、第二党支部、水利分院
党总支、电力分院党总支、土木分
院党总支、管理工程分院党总支和
智能工程分院党总支先后开展了

“送技能下乡”“技能服务美好生
活”等主题党日活动。

今年 5月 26日，管理工程系党
总支和学院第一党支部的党员教师
为四季贵州的员工们开展旅游服务
礼仪专题培训和义务劳动。

5月 27日，第二党支部、智能
工程分院党总支党员志愿者及学生
志愿者共赴卫城镇坪寨村开展“送
技能下乡”志愿服务主题党日活
动。第二党支部专职组织员刘乐为
村民进行防疫知识宣传。智能工程
分院党总支党员王亮以操作演示的
形式，从手机的作用、软件应用下
载、微信拉近“距离”到生活娱乐
四个方面教村民如何玩转智能手
机。同时，党员志愿者向村民发放
节水知识宣传页，普及节约用水知

识，提高村民节约用水意识和能
力。

5月 28日，贵州水职院水利工
程分院党总支全体党员和分院“萤
火虫”志愿者团队到党建联建基地
——清镇市滨湖街道黄柿村党支部
与村支两委党员共同开展“技能：
让生活更美好”主题党日活动。水
利工程分院专业教师团队为村民开
展了专业知识宣讲和饮水安全设施
设备维护的现场培训，通过详细介
绍水源地保护、水质检测、日常管
理等情况，让村民认识水资源保
护、规范净化消毒、水费收缴等工
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也现场
演示了饮水安全中管道、水表、闸
阀等常见设施设备的维护方法。

5 月 27 日，土木工程分院党总
支组织学管党支部和教学党支部全
体党员及学生代表，走进贵阳市清
镇市三河村，开展“技能让生活更美
好”“学党史、感党恩”为民办实事主
题党日活动。学习结束后，支部党
员还走进田间地头、房前屋后，为村
民进行耕地、林区、房屋宅基地测
量、疫情防控和饮水安全宣传。

服务

技能培训送上门

百姓心里乐开花

水职院员工走访农户。

为村民开展饮水安全设施设备维护培训。房屋宅基地测量。

智能技术知识培训。

那贝村培训考试现场。

（本版图片由贵州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