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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后，册亨县弼佑镇油茶花开，山山
岭岭如覆白雪。油茶花果同期，花开即是采
果时，当地布依族群众手提竹篮在油茶林中
穿梭。“鲜果也有人来收，这让我们采摘油茶
果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多月。”弼佑镇落江村村
民覃国兴说。

该镇依托境内丰富的油茶资源，在经过
低产改造的油茶林中探索发展“油茶＋立体
经济体系”，实现树上摘茶果、树冠采穗条、
树干嫁接紫金花茶、树枝悬挂菌棒、树下种
植中药材，既增加群众收入，又有效利用林
地空间，实现科学管护油茶林。

“鲜果鲜榨主要有三个优势：一是可有效
保全油茶的营养成分，充分保证油茶品质；
二是相比拾捡‘落地籽’，茶籽不会发生霉
变，大大减少群众采收成本；三是提前一个
月左右采果榨油，上市时间比其他地方早。”

弼佑镇副镇长刘煜说。
自 2016 年起，弼佑镇逐步对辖区内 13.8

万余亩油茶进行分轮次的低产改造，改造后
的油茶林，亩产鲜果可达近 1500 公斤，相比
未经改良时的亩产增加了近两倍。

油茶苗可用茶籽培育，亦可采取优质茶
株的穗条进行嫁接。油茶苗开花结果至少需
要 5 年至 7 年，穗条嫁接则可缩短 2 年至 3
年。“我们选择优质树株，采取芽苞饱满、鲜
嫩的穗条，提供给苗圃基地进行培育。”刘煜
说，采用穗条嫁接的油茶苗供不应求，目前
穗条除了提供给本地的种植户外，还以每公
斤60元以上的价格对外销售。

“嫁接对技术要求比较高，必须科学嫁
接，成活率才高。”贵州土门农业技术有限公
司技术负责人康凇淋说，为了让当地农民掌
握穗条嫁接技术，他们在弼佑镇将覃国兴等

人培养成了嫁接技术员。截至目前，全镇已
有3860人接受相关技术培训。

在西南油茶科旅谷低产改造示范园核心
区，经过低产改造后的百年古茶树林中，部
分粗壮的树干上裹着一块白色透明胶带，紫
金花茶喜阴，喜透射阳光，将其嫁接在油茶
树的树干位置，正是它喜欢的生长环境。“紫
金花茶全身是宝，叶和花都可作茶饮和中药
材用。”刘煜说，像这种嫁接在油茶林里的，
丰产期每亩可收获半斤左右的干花，收益可
达数千元，一旦试验成功，将在全镇全面推
广。

通过对油茶树的矮化压冠、疏密等措
施，油茶林里腾出了充足的空间。“这些空
间我们也利用起来，采完油茶果后，在粗壮
的枝干上悬挂菌棒培育茶树菇，它既可以为
群众增产增收，还可为油茶树起到压冠作

用，减少劳动用工。”康凇淋说，在枝干上
挂茶树菇菌棒，温度和湿度都合适。菌棒悬
挂从今年 10月采果后开始，目前已挂 40多万
棒。

在该示范园内，油茶树林下一株株天门
冬绿油油的。康凇淋介绍，天门冬根茎入
药，3 年可采，目前已示范种植 200 多亩，3
年后每亩预计可产干品500余公斤，市场前景
可观。弼佑镇除了在油茶林间种植天门冬、
黄精、芍药、淫羊藿等中药材，还在有条件
的地方林下养殖“翻山鸡”，进一步拓宽群众
增收渠道。

册亨县弼佑镇党委书记王顺弘说：“接
下来，该镇将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把支部
建在产业链上，让全镇群众共同参与，做
大做强油茶产业链，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册亨弼佑镇：“油茶+立体经济”实现一地多收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匡奇燃

本 报 讯 （记者 段 源 兴 唐 波 李 允
凤） 11 月 19 日下午，望谟县平洞街道坝奔村

“三果”（芒果、澳洲坚果、油梨）种植基地里，省
科技特派员朱文华正在开展澳洲坚果冬季管
护培训，叮嘱村民做好冬季病虫害预防，确保
来年丰收。今年以来，朱文华与 10名科技特派
员已为望谟县组织开展实用技术培训 1600 余
次，培训技术二传手 3000多人，通过网络连线
解决技术问题 120余个。

选派 200名科技特派员赴基层开展农技服
务是黔西南州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定下的

“十件民生实事”之一。目前，该计划已全面完
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今年以来，黔西南州对标中央决策部署和
省委确定的“一二三四”总体思路，围绕“四新”

主攻“四化”，明确了资源大整合、环境大提升、
推动高质量发展“两大一高”主基调，紧密结合
乡村振兴、工业强州、文旅兴州、教育立州、城
市带动“五个主战略”，确立了“十件民生实事”
19项目标任务，并采取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合
力推进的方式抓好落实，计划总投资 61438.7万
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56344.7 万元。截至目
前，已累计完成 2021年度“十件民生实事”投资
56412.6 万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 100.1%，超前
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为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十件民生实事”目标任务进度不断加快：
计划新建改扩建公办幼儿园 8所，已竣工 5所；
计划新建改扩建城镇义务教育、乡镇寄宿制和
乡村小规模学校 10 所，已竣工 7 所；计划招聘
特岗教师 300 人以上，已完成特岗教师招聘

337名；计划提质扩能 4个县级医疗卫生机构，
其中贞丰县中医院已完成等级评定，普安县中
医院、册亨县中医院正在开展室内装修及扫尾
工作，望谟县医院已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计
划新增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 800张，已全部启
动 8 个县（市）项目建设；计划建成 9 个智慧医
疗急救站，已完成部分项目点设备安装及验
收；计划创建易地搬迁综合性文化服务示范点
12个，已全部完成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128.2万
元；计划改造提升旅游景区示范厕所 11个，已
全部完成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457.6万元；计划
建成全民健身路径设施或三人制篮球场 41个，
目前器材已采购结束。

“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2934户”项目已
全面启动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6791万元，为年
度投资计划的 166.1%；“新建城市公共停车位

2500个”目标任务已完成 2652个，累计完成投
资 8130万元，为年度投资计划的 108.4%；“建成
15个乡镇标准化应急救援站”目标任务已全部
完成，累计完成投资789万元，为年度投资计划
的 105.2%；“改造村道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104.5
公里”“改造农村公路危桥 5座”项目已全部开
工建设；“建成 245个行政村应急广播系统”目
标任务已完成213个。

此外，黔西南州还把抓好培训促就业，
确保群众稳定可持续增收作为“十件民生实
事”重要内容，围绕“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5
万人 （次） ”和“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5.9 万人”目标任务抓好落实，截至 11 月 8
日 ， 该 州 已 完 成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69956 人
（次），完成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 60607
人。

黔西南十件民生实事投资目标超额完成

本报讯 （记者 左国辉） 这几天，普安县高
棉乡嘎坝社区，每天有数十名村民在田间抢收生
姜。

“乡村振兴，村里有产业是关键。”高棉乡党委
书记黄甫攀说，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切实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多元发
展，嘎坝社区村民在普安县稼禾种植养殖专业合作
社的带领下，引种贵州二黄姜，今年首种就取得丰
收，带动村民增收。

姜农陈泉龙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种植二黄姜
近 30 亩，总投资 12 万元，经测产亩产 2250 公斤，
按目前客商地头采购价每公斤 2.6元计算，亩产值
5850元，这批生姜预计可以净赚5万多元。

“高棉乡土质肥沃且适宜种植生姜，加上合作
社的技术培训和指导及时到位，生姜生长状况良
好，深受经销客商和姜农的青睐。”普安县稼禾种
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剑说。

前来收购的客商张欣查看着手中的生姜说：
“我主要是买来储存做姜种，高棉的二黄姜品质很
好，今年姜价虽然起伏较大，跑了很多地方，最终
决定在这里入手2万斤，成交价格每斤 1.8元，价格
是高了一点，但质量好，也值得。”

今年高棉乡共引种贵州二黄姜近 200亩，通过
提升种植技术及精细管理，产量品质双提升。经测
产，该乡今年二黄姜总产量接近 50万公斤，产值
超过 130万元。

普安高棉乡二黄姜丰收

本报讯 （记者 杨瑶 通讯员 邓能江 孙
文静） 11月 17日，由黔西南州人社局、惠州市人社
局联合举办的“粤菜师傅”“南粤家政”师资培训
班在兴义市开班。

为全面提升东西部协作帮扶成效，培养造就一
支技艺精湛和有创新能力的技能人才，推动黔西南
州职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粤黔协作实施“粤菜师
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大工程项目，提高
劳动力就业技能和就业水平。

本次培训为全过程实操培训，培训考核合格者
将发放专项能力证书，符合师资上岗条件的发放培
训师资上岗证书，成为黔西南州本地“粤菜师傅”

“南粤家政”师资。本次师资培训通过黔西南州人
社局组织学员，惠州市人社局安排老师联合开班的
形式开展，共计 128人参加培训。

“下一步，将把技能帮扶作为提高群众就业、
增加收入的重要抓手，持续深化校校合作，进一步
加大‘粤菜师傅’和‘南粤家政’培训力度，切实
提升脱贫劳动力、新市民劳动力、返乡群众等重点
群体就业创业能力，不断提高黔西南州师资技能培
训水平，拓宽技能人才就业增收渠道，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黔西南州人社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从刚说。

粤黔联手培训“粤菜师傅”

本报讯 （记者 钱星星 通讯员 晁国辉）
11月 16日上午，伴随最后一次爆破施工完成，中铁
一局盘兴铁路苏家坝 1号隧道顺利贯通。这也是盘
兴铁路全线第三座在四标段贯通的隧道。

苏家坝一号隧道进口接木贾河特大桥，出口与
路基段相接，测区岩溶为中等―强烈发育，对施工
有较大影响。自 2021 年 10 月 3 日进入正洞施工以
来，中铁一局盘兴铁路项目部针对地质条件复杂、
高质量的施工工艺要求，合理优化施工组织设计，
超前谋划各项施工措施，采用先进的隧道光面爆破
技术，投入二衬台车等现代化大型设备，实现进
度、安全及质量的全面提升。

同时，中铁一局盘兴铁路项目部严格执行领导
带班作业制度、夜查制度，关键工序实行项目领导
带班作业，通过对拱架安装、初支喷护、开挖尺
寸、混凝土浇筑等关键工序的管控，确保隧道质量
安全，有力地保证了隧道的顺利贯通。

据悉，盘兴铁路是我省实现“市市通高铁”最
后一个项目，桥隧比 90.66%，是目前我省高铁中
桥隧比最高的线路。线路自沪昆客运专线六盘水市
盘州站引出，终至黔西南州兴义万峰林机场，新建
正线长度 98.3 公里。盘兴铁路兴义段全长约 36 公
里，建成通车后，贵阳至兴义 2 小时内可达。届
时，黔西南州将通过沪昆高铁融入全国高铁网，迈
入“高铁时代”。

盘兴铁路苏家坝1号隧道贯通

本报讯 （记者 李允凤） 近日，文化和旅游
部公布 2021—2023 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名单，晴隆县三宝街道以“阿妹戚托”入选。

三宝街道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街道内阿妹
戚托小镇居民为该县三宝彝族乡搬迁群众，小镇集
搬迁安置和景区为一体。“阿妹戚托”原本是彝族
姑娘出嫁时跳的一种原生态舞蹈，因其“踏地为
节、以足传情”被誉为“东方踢踏舞”，2014年入
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搬进晴隆
县阿妹戚托小镇的新市民们跳起的“阿妹戚托”，
不仅为当地群众带来了收入，也作为特色旅游项目
为整个小镇创造财富。

据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由文化和旅
游部命名，是指具有某一特色鲜明、群众喜闻乐见
并广泛参与的民间文化艺术，且在全国产生较大影
响的特定区域。该名单命名周期为3年。

晴隆三宝街道入选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本 报 讯 （记者 宋 洁 通讯员 罗 寿
欢 邓雄 王学武） 11月 22 日，义龙新区新
市民第一小学，操场上一群学生正跟着领跑
教师慢跑，旁边还有学生在进行棒垒球训练。

“双减”政策落地后，义龙新区各校在完
成基础课程的前提下，大力开发各具特色的
校本课程，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校一案”

课后服务具体实施方案，有效整合学校、家
庭等方面的资源，开展课后延时服务，“减负
不减质”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特色课程中陶
冶情操、启迪心智。

“通过开展这些趣味社团活动，现在学生
学习兴趣特别浓，家长的反响也很好。”新市
民第一小学副校长刘安飞说，该校按照让学

生学在校园、乐在校园、健康成长的原则，
组织开展“5+2”（即每周 5个工作日加上每天
开展 2个小时的课后延时服务）、“1+N”（学生
作业辅导活动加上形式多样的多种趣味社团
活动） 课后延时服务，总共开展了 24个趣味
社团活动。

在寄宿制学校德卧中学，八年级 （7） 班

的教室里，学生们正在写当日的家庭作业。
该校教师梁梅告诉记者，课后作业辅导不仅
让学生能快速消化、巩固当日所学知识，也
能让教师全面系统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为
教案设计提供数据支撑。

“我娃娃在这所学校读书，作业在学校就
能做完，学校的课后服务我们也比较满意。”
德卧中学家长夏生秀说。

“在课后辅导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根据
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不同的辅导，培优补
差，因材施教。同时，我们注重让学生自主
学习，做学习的主人。”梁梅说。

义龙新区课后服务丰富多彩

农田轮作增效益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刘朝富 摄影报道

翻地、起垄、运菌棒、铺地膜……近日，走进安龙县招堤街道海庄村种植基地，村
民们忙着在烤烟收成后的田地里种植木耳菌棒。

今年以来，该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烤烟、木耳等旱地轮作种植模式，提
高土地利用率。同时，通过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组织方式，充分发挥企业龙头
引领作用，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村民正在搬运木耳菌棒。

安龙县招堤
街道海庄村种植
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