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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村民在大大小小 20多座石头山种
玉米维持生计，水土流失日益严重，玉米产
量越来越低。”仁怀市长岗镇蔺田村党支部
书记杨远帮说，2016年以前，蔺田村村民做
梦也没想到，家门口的石头山有朝一日竟能
摇身一变成“金银山”。

蔺田村位于长江水系赤水河的上游，属
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石漠化较为严重。穷
则思变，为彻底摆脱“丈粮数苞窝，向天要
饭吃”的状况，2016年初起，蔺田村大力实
施生态修复和基础设施建设。“全村男女老
少都积极参与到植树造林和公路修建中，大
家都不怕吃苦受累，有时候来不及吃饭就带
着干粮上山植树。”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杨

远帮十分感慨。
“荒山变梨园，增绿又挣钱。”山脚矗立的

标语见证了蔺田村 6 年间变化的精髓。6 年
间，蔺田村向生态要效益，让荒山穿“绿衣”，
石头山变经果林，种植黄金梨 1200 亩、核桃
600亩、杨梅 400亩、中药材 150亩。退耕还林
后，政府按照每亩 1200元标准对农户进行补
偿，并以“支部+合作社+农户”组织方式，盘活
3000多亩土地，种植有机高粱、蔬菜等，引领
产业振兴。同时，蔺田村通村通组通户路全部
建完，修建了蔺家坪小二型水库和 14处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实施村集体经济项目 5个，村
集体经济总量突破 300万元，现金积累 50余
万元。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的蔺田村，如今乡村
旅游串点成线、遍地开花，优良生态逐步催
生出“美丽经济”。

蔺田村依托 9棵千年古银杏树，发展乡
村旅游业。村里修建了荷花池、游泳池、跑
马场、射箭场、骑行道、徒步道、足球场、
篮球场等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开办民宿酒店
5 家、餐饮店 9 家，成为仁怀乡村的“网
红”打卡地。2021年，蔺田村接待游客 8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80万元。

随着乡村旅游业的兴旺，越来越多的村
民吃上了“旅游饭”。

“最高纪录是一天卖了近 1000个油炸糍
粑，现在是旅游淡季，每天也能卖 200 个

左右。”村民任常琴说。2016年，她看准蔺
田村旅游业的发展前景，辞职回村开起超
市，摆上油炸糍粑摊点，成为第一批吃上

“旅游饭”的村民。此外，乡村旅游业的发
展还为村民提供餐饮服务、旅游服务、环
卫工人等多种就业岗位，拓宽了村民的增
收路子。

2019 年，蔺田村先后入选全省乡村振兴
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2020年，蔺田
村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全省森林村庄”

“全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村庄”“遵义市级劳
模疗休养基地”“遵义市级教育拓展基地”等。
蔺田村从留不住人的“老少穷”逐步蝶变为远
近闻名的“绿富美”。

仁怀市长岗镇蔺田村：石旮旯变身“绿富美”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卢世容

本报讯 （通讯员 许小倩 廖祝梅）
连日来，仁怀市乡 （镇） 两级组建了 12 个
工作专班，60 余名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
头，对秋冬蔬菜种植进行技术指导。

在茅坝镇黎民村 300 余亩蔬菜基地里，
农技人员示范蔬菜移栽，在操作过程中逐一
讲解技术要领。在管护方面，农技人员细致
讲解，提醒农户做好田间除草和培土抗寒，
做好施肥管理、病虫害防治和蔬菜防寒抗冻
准备。

“如果出现低温凝冻天气，一些根茎菜类
的蔬菜要根据天气预报，提前进行采收。”遵
义市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雷文权说。

仁怀

农技人员护航蔬菜秋冬种

“每次来苟坝会议会址学习，感触都很深，
深刻认识到如今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感谢革命
先辈为我们做出的牺牲。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将保持共产党员的初心，继续努力工作，为群
众办实事。”参观了苟坝会议会址后，播州区芶
江镇党员钱兴吉说。

近年来，遵义市充分整合红色资源，将境
内众多的革命纪念馆、政治生活馆、烈士陵
园、战斗遗址遗迹等纳入该市红色基因库，通
过红色教育体验活动，重温党的历史，追寻红
色足迹，追思革命英烈的丰功伟绩，大力弘扬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砥砺奋进新时代长
征路。

遵义结合各区 （县、市） 的红色资源特

色，推动红色资源活起来，红色人物亮起来，
红色精神扬起来，红色基因传下去。

红花岗区拥有遵义会议会址、毛主席旧
居、老鸦山战斗遗址等 34 处宝贵的革命遗迹，
是遵义市红色文化资源最为集中的区域。在邻
近遵义会议会址的百年老街杨柳街上，老城街
道办事处与遵义会议纪念馆联合打造了一个开
放式党性教育基地——党员政治生活街，通过

“长征故事墙”“党史文化墙”等展示板块，让
党史学习教育既生动又互动。

除了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战斗遗址、苟
坝会议会址、土城青杠坡、大发渠等党性教育
基地，战斗遗址、纪念馆、陈列室也遍布黔
北，让每一位参观者直观地感受到 80多年前烽

火连天的长征岁月，体会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
的牺牲精神和革命勇气，领悟到伟大建党精神
伟力。

此外，遵义还着力开辟党史学习教育“第
二课堂”，80 多处“党员政治生活馆”成为广
大党员的“实境课堂”和“红色熔炉”，运用讲
授式、互动式、观摩式等方法，增强党史学习
教育的感染力，让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为了让更多的党员干部接受红色的洗礼，
让深埋“红色基因”的土地能够“活起来”，遵
义市文体旅游局依托 360处 （474个点） 革命遗
址遗迹、100 处 （141 个点） 各级文物保护单
位，融合红色文化打造红色旅游精品，围绕长
征文化实施红色旅游重点项目 30余个，建成各

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59个，打造党史学习教育
基地80多个。

遵义市委党校挖掘特色资源建设教学资
源，建成革命传统教育教学基地和国情教育
教学基地各 20 余个，并组合成 4 条各具特色
的精品教学路线，通过走路线，观看一张张
生动的历史图片、一件件真实的文献实物，
重温红军长征的光荣历程，深刻感受红军长
征的伟大历史意义以及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
斗、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革命
精神。

习水县开展“重走四渡赤水路·感恩奋进跟
党走”基层宣讲活动，前往县域内 14个当年红军
长征走过的乡镇，为干部群众讲述长征故事。

追寻红色足迹 补足精神之钙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潘树涛

本报讯 （通讯员 蔡泽明） 近日，
播州区纪委监委扶贫与民生项目专项监
察交叉检查组来到尚嵇镇，对居民城乡养
老保险金发放情况开展专项监察。

该区集中抽调 140 名干部，组建 24
个镇 （乡、街道） 交叉检查组和7个区直
部门检查组，按照“见人、见项目、见
资金”的要求开展专项监察。专项监察
在行业主管部门 （单位） 自查自纠的基
础上，采取抽查核查、督导问效、线索
处置、追责问责等为重点开展监督检
查，形成监督和再监督、检查和再检查。

检查组通过查阅文件、调阅资料、
走访群众等多种方式下沉一线开展监督
检查，对检查发现和群众反映的突出问
题，及时汇总梳理研判，并按照“一台
账两清单”工作模式，建立问题台账，
明确具体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限，限期
整改落实。截至目前，检查组已发现并
解决问题2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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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记者走进播州区鸭溪镇金钟坝
区，500 亩金丝皇菊迎风绽放，放眼望去，50
余位务工群众正忙着采摘菊花，一派喜庆的丰
收景象。

金钟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源婷介绍，金钟村
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组织方式，引导村
民把土地流转给公司后到基地务工，让村民尝
到了菊花产业带来的“甜头”。

正在采摘菊花的石福容是金钟村村民，她
将自家的 2 亩多土地流转给公司种植蔬菜和菊
花，除了每年能获得每亩 700 元的租金，在基
地上务工每月还能拿到2000多元的务工收入。

高价值的金丝皇菊，美了乡村，也富了百
姓，但在金钟坝区带动群众致富的产业还不只
金丝皇菊。

金钟村结合当地气候温润、水源丰富的优
势，探索出“小季+大季+小季”的轮作模式，

每年 1月至 4 月和 9 月至 12 月种植黄瓜、莴笋、
花菜等蔬菜，5 月至 8 月种植菊花、茄子、辣
椒，提升了坝区土地亩产值，实现了“一年三
茬轮流干，四季群众有活干”的目标。

今年以来，金钟村销售订单蔬菜 237 万公
斤，实现销售收入 474 万余元，提供就业岗位
700 余个，带动当地群众人均年务工收入增长
近2万元。

金钟村以高效特色产业引领群众增收的故事
是播州区41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的一个缩影。

今年，播州区以党建引领，以乡村建设行
动一村一规划、一村一方案为抓手，全面开启
乡村振兴新征程。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区位条件、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任务等因素，播州区将全区 175
个村 （社区） 划分为三类，其中引领示范类 51
个、重点推进类87个、夯实基础类37个。从引

领示范类中挑选 16个村 （社区）、重点推进类中
挑选 14个村 （社区）、夯实基础类中挑选 11个村
（社区） 作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目前，播州区已编制乡村振兴示范建设方
案，梳理建立任务清单 3065条、项目清单 1081
个。

行走在播州区平正乡团结村，山间绿树成
荫，田间蔬菜成片。

团结村紧盯示范引领目标，抢抓中天金融
公司挂帮契机，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组
织方式，成立红渠河旅游专业合作社、大发天
渠农业有限公司等合作社、企业，带动全村种
植养殖产业发展。

今年，团结村实现生猪养殖 600 余头、肉
牛 90 余头、中华蜂 500 余箱，种植柚子 650
亩、生态稻米 150亩，开办“农家乐”8家，开
发出“大发米”“大发风味辣肉丁”“私房菜籽

油”“大发百草蜜”等旅游商品 20 余种，以产
业助力乡村振兴。

而在枫香镇花茂村，以乡村旅游业为龙头
的产业融合优势愈发凸显。这个曾经名为“荒
茅田”的黔北山村已大变样，错落有致的黔北
民居、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让人流连忘返。

“ 到 现 在 还 没 有 休 息 ， 客 人 是 一 波 接 一
波。”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花茂村“花茂人
家”古法造纸工坊老板张胜迪忙得连轴转。

“红色之家”农家乐老板王志强也很忙，时
不时要去厨房看看咕噜咕噜冒着热气的盬子
鸡，还要去院子里招呼客人。

蓬勃发展的花茂村不仅惊艳了游客，还吸
引了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我们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抓住重
点问题，瞄准短板弱项，高起点谋划、高质量
落实、高标准推进，分级分类，梯次推进乡村
振兴示范建设，力争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播
州区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说。

一村一规划、一村一主题、一村一重点。
如今，一幅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美丽画卷，正在播州区铺展开来。

播州区：41个乡村振兴示范村带动融合发展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蒋洪飞

上坝蔬菜俏销大湾区
通讯员 王林爱 摄影报道

自珠海市对口协作遵义
市 以 来 ， 农 业 协 作 不 断 深
入，按照“东部市场+贵州
产品”的合作模式，粤黔协
作工作队遵义工作组积极推
动遵义农业企业、合作社参
与到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
程体系中，海拔 1380 米的
正安县班竹镇上坝村上坝坝
区就是其中之一。近日，上
坝坝区群众在农业企业和合
作 社 的 带 领 下 已 开 启 秋 冬
种，按计划移栽花菜苗。

遵义市围绕遵义市围绕““六个红六个红””开展红色宣讲系列报道开展红色宣讲系列报道

本报讯 （通讯员 蒋仕刚） 眼下，新
蒲新区虾子镇依托土地资源优势，积极推进

“菜篮子”工程，采取“套种+轮作”的种植
方式，实现了“一年多季、一地多收”。

在宝合村蔬菜种植基地里，种植大户曾
留兴和村民正忙着砍菜、背菜、称重、装
车。“80多亩花菜收成很好，除了花菜，我
们还种上了白菜、儿菜等，总面积有 200多
亩。”曾留兴说。

这几天，来自遵义市马家湾批发市场的
批发商李晓静会每天开着车来这里收购。

“虾子这边的蔬菜量大，质量也好，市场上
比较受欢迎。”李晓静说。

虾子镇今年秋冬季种植蔬菜 0.89 万亩，
有白菜、花菜、莲花白、儿菜等品种，目前
采收的蔬菜已远销粤港、成渝各大城市。

新蒲新区虾子镇

实现一年多季一地多收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天珍） 赤水市通
过争取和整合财政资金，新建、改扩建 13
家农村敬老院、11家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和 53 家农村幸福院，招商引资建设民办
养老机构 4家，配齐配强养老服务人员 240
余人，该市养老服务水平和质量得到提升。

2018 年，以东西部扶贫协作为契机，
赤水市民政局引进上海和孝养老服务有限公
司，借鉴上海养老服务标准体系，建成公建
民营机构赤水市长寿和庭康养中心。该中心
主要经营赤水市老年养护楼、赤水市城区中
心敬老院，共有床位 300张，现有管理服务
人员 24人，入住老人 58人，其中失能特困
老人 27 人。长寿和庭康养中心为老人搭配
均衡饮食，与赤水市中医医院签订医务服务
协议，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定期开展
诊疗体检，从生活和精神上关爱老人。

赤水市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该市
将继续深化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将现有的 13
个乡镇敬老院进行优化整合，打造区域性养
老服务中心，增加公共养老服务中心护理性
床位，改造消防设施和养老服务中心环境，
为集中供养特困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的服
务，提高入住老人的幸福指数。

赤水

完善养老体系提升幸福指数

本报讯 （通讯员 赵兴黔） 近日，余
庆县白泥镇满溪村 1500 多亩蜜橘逐步成熟
上市，预计今年产量3000吨，产值650万元。

为帮助种植户找销路，从 9 月份开始，
村干部就积极奔走，跑遍遵义各大水果批发
市场和企业，联系 30 余家水果批发商，邀
请他们来满溪村实地考察，提前签订了收购
协议。目前，部分水果批发商已开始分批次
进村收购蜜橘，种植户有了稳定的收入。

余庆白泥镇

提前谋划3000吨蜜橘销路

上坝坝区群众移栽花菜苗。

上坝坝区群众开展秋冬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