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记者从省总工会获悉，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和

我的祖国” 全省职工网络读书征文活动结束，共收到作品 2000 余

篇。 省总工会正组织专家对 2000 余篇作品进行初选，将从中评选

出 100 篇作品进行网络投票，并根据投票情况评选出一、二、三等

奖及优秀奖。 （朱美云 庭静）

▲记者日前在龙里县采访时了解到，贵黄高速公路（贵阳—黄

平）龙里境内的建设工作有序推进，作为控制性工程的古龙隧道预

计 2020 年 7 月全线贯通。 贵黄高速公路是《贵州省高速公路网规

划 （加密规划）》 及全省高速公路攻坚决战重点项目之一， 全长

119.957 公里，计划 2021 年 6 月建成通车。 （王华乔 张仁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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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蓝色衬衣、深蓝色长裤，腰

背挺拔， 一步是标准的 75 厘米

……3 年过去，贵州省最美退役军

人、 贵州海智达文化教育发展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陈晓义依然是

一副标准的军人身姿。

“退伍不褪色， 转业不转志，

虽然脱下军装， 但我永远是祖国

的一个兵。 ” 陈晓义说，他将争做

“红色文化” 的传播者、稳定发展

的推动者、自主创业的实践者。

脱下军装 依然奋斗不止

退役以后做什么？ 和许多退

役军人一样，3 年前， 陈晓义也曾

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

一次战友聚会影响了陈晓义

的决定。 在这次聚会上，陈晓义偶

然得知， 原部队 12 年兵龄老班

长，技术管理双优秀骨干，退伍后

竟然靠蹬三轮车维持生计。 经过

深入了解得知，原来，许多打算在

部队干一辈子的老兵缺乏思想和

技能准备， 退伍后无法适应社会

需求。

“痛心疾首，像有一团火在心

里烧！ ” 陈晓义说，这些兵恰恰是

部队最优秀的那一部分， 爱军精

武、爱岗敬业，可他们却在社会中

举步维艰。 “我应该站出来，带领

他们重新出发！ ”

2017 年 2 月， 陈晓义牵头成

立贵州海智达文化教育发展有限

公司，以“传承红色基因、传播红

色文化、传递正能量” 为引领，开

展各种培训业务。 考虑再三，陈晓

义选择了与再就业屡屡受挫的两

名退伍老兵一起创业。

不仅如此， 陈晓义深刻认识

到，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

了就是竞争力、 做细了就是凝聚

力。于是，2018 年 2 月 22 日，经云

岩区黔东社区党委批准， 贵州海

智达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党支

部成立。 在党支部书记陈晓义带

领下， 许多优良的部队文化直接

转化为企业文化， 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凸显。

脱下军装 依然不畏艰难

创业之初， 陈晓义也面临重

重难关：没有办公用地、没有启动

资金、没有创业经验……“军人的

字典里，没有退缩二字！ ” 陈晓义

暗下决心。

没有办公用地， 他说服家人，

把岳父的住房腾出来做公司驻地；

没有启动资金，他把全部退役金和

多年积蓄一并投入；为了解相关政

策，确定发展方向，掌握市场需求，

他加班加点学习各种知识……

公司注册了， 发展规划有

了，大家才发现对贵州的红色文

化一知半解。 在部队养成的务实

作风让陈晓义毅然中止业务，带

着两名老兵踏上了深挖红色文

化之旅。

行程 2900 公里，跑遍了贵州

大小 28 处红色遗址，寻访抗战老

兵、老红军、老革命及其亲属，聆

听党校教授的 《红军长征在贵

州》《遵义会议与遵义会议精神》

专题讲座……4 个月时间里，陈晓

义对贵州的红色文化有了全面深

入的了解，并开发了 1 至 10 天不

同时段的特色理论课程和现场教

学线路，积累了充足的教学资源。

“陈晓义是个认真得有点执

拗的领导。” 在公司副总杨贵兵的

印象中， 只要陈晓义对某项课程

开发产生疑问， 他就会不眠不休

四处查找理论依据， 并带着大家

深入社会调查了解现实需求，直

到寻找出最佳方案。

如今， 海智达公司已经拥有

了党校教师的理论保障、 军人的

组织保障、特色课程的实践保障、

合作基地的后勤保障四大核心资

源， 综合运用课堂教授、 现场教

学、体验训练等形式，形成了上一

堂传统党课、看一批旧居旧址、重

走一次长征路等“十个一” 特色

教学模式。

脱下军装 依然激情满怀

陈晓义的课， 总是排得满满

当当。 每次授课前，他都要做大量

准备工作， 不断依据受众特点和

形势发展加入新内容。

“陈晓义的长辈多人从军，家

风熏陶和自身经历让他对党充满

了感情， 对党的理论知识真知真

懂，并且有着坚定不移的信仰，所

以他的授课总是充满激情， 极易

感染人、打动人。 ” 一位了解陈晓

义的老领导说。

据不完全统计， 从在部队

担任训练班长以来 ， 陈晓义已

累计宣讲革命故事和理论知识

1000 多场次 ， 累计听众达十万

人次。 在寒暑假等培训业务集

中期 ， 陈晓义常常一堂课接着

一堂课地讲，一天下来 ，嗓子哑

得说不出话。

“从部队到地方，宣讲的对象

在变、内容在变，但初心不变、使

命不变。 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

的老兵，即使脱下了军装，也要继

续当好党的宣讲员， 充分利用一

切时机把党的新理念、 新观点吃

透讲清。 ” 陈晓义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秋月

“脱下军装，我依然是个兵”

———记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陈晓义

本报讯 10 月 18 日，记者

从贵州省人社厅获悉，在农民全

员培训三年行动计划中，今年 1

至 9 月累计开展综合素质提升

培训 947.96 万人次。

今年初，贵州省农民全员培

训三年行动计划开始实施， 将涉

及农业、农村、农民的各项培训统

筹起来， 按照全员培训、 规定培

训、精准培训、建档培训、持续培

训的要求， 以建档立卡贫困劳动

力、 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和输出

到省内外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为重

点，大力开展感恩励志教育，教授

“五步工作法”“农村产业革命

八要素” 以及实用技能技术等，

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和职

业技能，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

步小康注入强大动力。

1至 9月，全省各级各部门共

开展感恩教育培训、 到先进村观

摩学习培训等综合素质提升培训

947.96万人次，其中，依托“农民

全员培训视频点播系统” 开展基

本政策和知识培训 102.89 万次；

围绕产业结构调整， 开展农村种

植养殖培训、农业生产技能培训、

贫困村致富带头人培训、 农村转

移劳动力培训等 77.95 万人次，

培训后实现就业创业 44.64 万

人。 在培训对象上,开展建档立卡

贫困劳动力技能培训 39.13 万人

次， 培训后实现就业创业 26.05

万人； 开展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

技能培训 12.94 万人次， 培训后

实现就业创业 8.57万人。

根据规划， 农民全员培训三

年行动计划将持续到 2021 年，与

乡村振兴计划农村基层社会对乡

土人才和技术技能的需求有机结

合，统筹实施，通过三年时间实现

农民培训全覆盖。2019年至 2021

年， 每年全省将开展农民综合素

质提升培训 1000 万人次以上，累

计培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100

万人次、 易地扶贫搬迁劳动力

42.62 万人次、 劳务输出农村劳

动力 477万人次以上。

接下来, 我省将围绕 12 个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深入开展种

植养殖培训， 围绕 10 个千亿级

工业产业、5 个服务业和对口帮

扶城市及省内外用工需求开展

有针对性的培训。 同时，加强督

促检查和培训成效的第三方评

估，进一步发挥农民全员培训在

我省同步小康事业中的作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孙维娜）

我省农民全员培训

三年行动计划顺利推进

前九月开展综合素质提升培训近千万人次

本报讯 近日， 有市民反

映清镇市延河桥的护栏长期缺

损，路过行人会有危险，希望尽

快得到修复。

10 月 16 日，记者来到延河

桥， 看到桥的一侧护栏确实有

大约 3 米左右的缺损， 有不少

行人从缺损位置处的人行道上

路过。延河桥长约 100 米，中间

为车行道，两侧为人行道，桥面

距离桥下河面约 10 余米高。护

栏缺损以后， 残余的护栏高度

仅能到达普通成年人大腿位

置， 缺口处有两根铁丝牵拉作

为临时防护，但是已锈迹斑斑、

松动下垂， 所防护的有效高度

也仅到成年人的大腿位置 ，行

人靠近此处，很可能翻跌坠桥。

周边一家小饭店的老板陈

女士告诉记者，不清楚护栏是怎

么损坏的，但是已经损坏挺长时

间了，自己经常从那里过，走到

损坏处会稍微离远一点，希望护

栏能得到修复。 另一位过路的赵

先生说，护栏缺损的地方刚开始

拴了铁丝作保护，但是时间长了

铁丝越来越松，越

来越锈， 也垂得越

来越低， 现在这个

铁丝已经和没有差

不多了，希望能尽早得到修复或

者有更好的防护措施。

记者在现场观察了 10 多

分钟， 发现经过此处的行人不

少，有三两成群的未成年人，还

偶有打闹的孩子。 不少路人和

常在周边活动的居民都表示 ，

希望护栏能得到彻底修复 ，或

者更新防护措施， 并贴上安全

警示标志。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欣健）

清镇市延河桥护栏缺损，居民盼修复

本报讯 10 月 20 日， 记者

从市气象台获悉，预计本周贵阳

多阴雨天气，中后期受冷空气影

响，最高气温将下降至 13℃。

贵阳具体天气预报为 ：21

日，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气温 14℃～21℃；22 日， 阴天有

小雨，气温 13℃～18℃；23 日，阴

天，气温 12℃～18℃；24 日，阴天

转小到中雨， 气温 12℃～18℃；

25 日，阴天有小雨，气温 12℃～

15℃；26 日， 阴天有小雨， 气温

11℃～14℃；27 日， 阴天有零星

小雨，气温 11℃～13℃。

本周我省以阴雨天气为主，

周一至周四有一次明显降水天

气过程，省的中部及以北以东有

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其余

时段以阴天有小到中雨为主；周

五至周六， 受新一股冷空气影

响，各地气温逐步下降，最高气

温下降 2℃～4℃， 南部地区最

高气温在 15℃～19℃之间，其余

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 12℃～

14℃之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彭刚刚）

贵阳本周多阴雨天气

最高气温将降至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