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11 日，贵州双龙航空

港经济区小碧乡举行以 “放飞

中国梦·讴歌新时代” 为主题的

广场舞大赛。 当天，16 支参赛队

伍身着靓丽服装， 跳起整齐的

舞步， 把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

福融入到舞蹈中。 精彩的表演

吸引近千群众驻足观看， 赢得

阵阵掌声。 图为广场舞大赛活

动现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春明 摄

“舞” 出风采

祝福祖国

售

2019年 10月 14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龙震宇 /版式：张蓟

区市县新闻

贵阳日报区县新闻事业部 电话:0851-85846128� � E-mail:qxxw2017@126.com

6

“当过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他把军人身上那种不畏艰难、团

结协作、 乐于助人的精神带回了

村里， 是位 ‘热心肠’ 的老党

员。 ” 这是花溪区高坡乡五寨村

干部群众对致富带头人王家文的

一致评价。

年过五旬的共产党员王家

文，曾有过 13 年的军旅生涯，荣

获过两次三等功和数十次嘉奖，

这段经历赋予了他坚韧不拔的

品质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回到家

乡后，他把带领乡亲脱贫致富当

成新的“战场” ，成为乡亲眼中

的养殖“土专家” 和致富“领头

雁” 。

1999 年， 王家文转业安置到

一家国企工作。 每当回到老家看

见乡亲们的贫苦生活， 他心里总

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农忙过后，村民们往往无事

可做，要是有个像样的产业，大伙

不就有了增收渠道？ ” 王家文说，

经过再三考虑， 他瞅准了高坡黑

毛猪这一当地的“土特产” 。

高坡黑毛猪具有肉质细嫩、

鲜美等特点，早在上世纪八十年

代就有了不小名气。 据王家文介

绍，由于黑毛猪生长期在一年以

上，经济效益不明显，许多养殖

户大量引进外来猪种进行杂交

饲养，使得纯种的高坡黑毛猪数

量急剧减少。 “我创业那年，全

乡的纯种公猪仅剩三头。 ” 王家

文说。

2005 年， 王家文毅然辞掉了

稳定的工作， 回乡当起了 “猪司

令” ，带动村里的低收入困难户增

收致富。

王家文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

风顺。由于缺乏养殖技术和养殖经

验，对市场认识不够，他经历了一

次次的失败和波折。凭着不服输的

干劲，王家文决定从头再来。于是，

他虚心向专家讨教，并积极参加养

殖技术培训，逐渐摸索出一套养猪

方法，成了村里的“土专家” 。

在他的带动下，周边的 10 多

户低收入困难群众先后参与了黑

毛猪养殖。 为了让大家尽快掌握

养殖技术， 王家文不厌其烦地给

大伙当起了“技术顾问” ，尽心尽

力提供帮助。

2009 年，为了“保种扩繁” 高

坡黑毛猪， 花溪区农业部门及高

坡乡政府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给养

殖户提供大力支持。 2010 年，王家

文便以黑毛猪生猪出栏 200 余

头， 成为了当地有名的 “养殖大

户” ，并帮助其他农户养殖和销售

黑毛猪生猪 300 余头。

“那一年，我们高坡黑毛猪的

种猪增加到了 500 头。 ” 王家文兴

奋地说，在花溪区农业局、区科技

局、 区民宗局及高坡乡政府等部

门的关心和支持下， 他们打通了

从养殖、销售到配送的渠道，实现

了高坡黑毛猪从原产地到餐桌上

的“无缝对接” 。

2012 年， 王家文通过自己多

年建立起来的销售渠道， 每年稳

定出售黑毛猪生猪 800 余头，帮

助其他农户养殖和销售黑毛猪生

猪 600 余头。

如今，村民的荷包鼓了起来，

日子越过越红火。 据初步统计，目

前， 参与黑毛猪养殖的村民年收

入达 3 万元到 20 多万元不等，

200 多户村民有了私家车。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詹燕

创业“排头兵” 致富“领头雁”

———记花溪区退伍军人王家文

本报讯 10 月 12 日，记者

从清镇市获悉， 该市聘任了 52

名“督医” ，开启医疗服务多元

化监管模式。

据了解， 全面建立和推行

“督医” 工作制度，是完善医疗

卫生行业综合监管的创新措

施， 旨在助推医疗卫生行业监

管模式由单一监管变为医疗机

构内部管理、社会监督、卫生监

督部门等共同组成的多元化监

管模式， 推动卫生健康工作高

质量发展。

为深入推动医疗服务多元

化监管试点工作，清镇市聘任了

52 名 “督医” ， 由该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医疗卫生专家学

者等组成。 “督医” 的职责主要

是对市、乡二级人民政府贯彻落

实上级党委政府部署的医疗卫

生保障政策落实情况、相关职能

部门依法履职情况，以及所有医

疗卫生机构及人员依法执业、依

法行医、就医环境、行业作风建

设等进行监督；对督医工作中发

现和收集到社会或群众反映的

医疗卫生热点、 难点等问题，及

时向本级督医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进行书面报告；完成本级督

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的

其他工作事项等。

当天， 清镇市为督医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授牌、授旗，并

为“督医” 代表颁发聘书。 同

时，清镇市卫生监督局为 52 名

“督医” 进行岗前培训，培训内

容涉及《贵州省督医制度》《贵

州省督医人员暂行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

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

（龚晓宏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帅弋）

清镇市聘任 52 名“督医”

开启医疗服务多元化监管模式

本报讯 10 月 13 日，2019

年发展中国家行业协会 （商

会） 管理研修班学员到息烽县

考察。

该管理研修班是由商务部

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等承

办， 学员由来自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柬埔寨、喀麦隆、朝

鲜等 13 个国家的 34 名司处级

官员组成。

当天，管理研修班学员来到

息烽县永靖镇立碑村，详细了解

农村电商发展情况，听取息烽县

电商营运情况汇报。 随后，管理

研修班学员来到贵州味美食品

工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观看

调和油、调味包等食品供应材料

的生产过程和包装运输过程。在

息烽县美丽南山田园综合体，管

理研修班学员点赞其 “农味十

足、趣味无限、庄园引领、共建共

享” 的理念。

（李小根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杨婷）

发展中国家行业协会（商会）

管理研修班学员到息烽考察

简 讯

▲10 月 12 日， 观山湖区秋季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行动结束，共检查辖区学校食堂 133 家，抽查 118 批次食品，暂未

发现严重违法行为。此次行动为期一个月。行动中，针对个别学校

食堂存在因从业人员变动未及时办理健康证、 台账建立不完善、

消毒设备未使用、食堂食品留样不规范等问题，检查组当即责令

学校食堂整改，并持续跟进了整改情况。 （帅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