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连日来，观山湖区

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处查漏

补缺， 进一步加强对道路绿化、

景观小品的管理养护工作，借此

巩固文明创建成果，切实提升城

市“颜值” 。

9 月 9 日， 在石林西路与云

潭南路十字路口处，观山湖区城

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处工作人

员正驾驶管护车，对该区域的道

路绿化和景观小品进行滴灌浇

水、修剪养护。 据悉，为助力全国

文明城市整改攻坚工作，该管理

处采用佛家草、海棠、彩叶草等

植物，设置、更换 7 组植物立体

景观小品，这些景观小品的展开

面积约有 5000 平方米。 根据所

处环境不同，景观小品的主题也

不相同，这些景观小品不仅使城

市绿化更加丰富、美观，也提升

了市民的居住环境。

下一步，该管理处将进一步

加大对道路景观、绿地、花卉的

巡查管护力度，并按照相关标准

和规范，指导、监督施工公司加

强管护，确保绿地内没有缺株断

行、枯枝死树等，保持公共绿地

干净整洁、植物生长茂盛、道路

绿化景观效果完好。

（通讯员 陈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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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的观山湖区， 街头干

净整洁，主次道路秩序井然，车

辆规范行驶、 有序停放……这

些变化的发生， 离不开观山湖

区建立并实施的文明城市整改

攻 坚 “七 步 ” 督 查 工 作 机

制———督查 + 自查、 研判、派

单、整改、验收、督办和问责。

所谓 “七步” 督查工作机

制，第一步由区领导督导、各行

业责任单位自查、点位长自查发

现片区及点位问题；第二步由指

挥部办公室对市指挥部下发问

题和收集到的问题进行研判，建

立台账；第三步由指挥部办公室

针对问题向责任单位派单；第四

步是各责任单位接单，按照整改

时限进行整改， 并长效管理，确

保整改效果； 第五步由督查单

位、责任单位、指挥部办公室三

方验收，实行销号制，巩固整改

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第六步对

整改成效不到位或延期不整改

的交督办督查局督办；第七步对

下达督办令仍不整改的责任单

位，由责任追究组问责。

“通过‘七步’ 督查工作机

制的实施， 切实将责任落实到

部门或个人， 真正实现 ‘定

责’ ，使整改攻坚更具时效。 ”

观山湖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尧

尧表示， 该工作机制既便于工

作推进、统一意见，也便于形成

工作合力， 真正缩短了决策时

间，提高了工作效率。截至 8 月

14 日， 观山湖区已通过实施

“七步” 督查工作机制，查处解

决整改攻坚案例 800 余件。

以观山湖区世纪城街道为

例。 在今年文明城市整改攻坚

工作开始之初， 该街道本着查

漏补缺、补齐短板的原则，对辖

区整改攻坚工作开展了行之有

效的自查、自纠、自改活动。 同

时，针对各点位包保领导、点位

长督查发现的问题， 专门成立

了工程修补类、环境卫生类、城

市牛皮癣类及治理违停乱象类

四类小分队， 多措并举加快推

进辖区环境的综合整治。

“7 月 27 日， 我们接到市

督查组下达的整改令， 要求对

金源街、 北京西路及福州街电

动车乱停乱放、人行道破损、杂

物乱堆放等 125 个问题进行整

改。 街道各路段路段长立即行

动起来，组织市政、环卫、城管

等力量， 就相关问题进行逐一

整改。 ” 世纪城街道公共管理

办公室负责人孙夏明说 ，8 月

份以来， 该街道联合交警和城

管部门， 对辖区内主次干道及

背街小巷非机动车乱停放、占

道跨门经营、 小餐饮店管理不

规范等问题进行常态化整治。

同时， 工程修补类小分队安排

5 名工人， 每天早上 8 点到下

午 6 点， 对辖区福州街等区域

的千余处破损路面进行填补和

修复。

督查工作“七步走” ，合力

整改成效显。 世纪城街道的乱

停乱占现象消失了， 道路变得

干净整洁了。

“环境是一个城市的 ‘脸

面’ 。 接下来，我们仍将继续深

入实施‘七步’ 督查工作机制，

按照‘一天一调度 ’ 的方式开

展工作，确保及时发现问题、及

时进行整改。 ” 陈尧尧说。

通讯员 叶舒 张婷

观山湖区：

督查工作“七步走” 合力整改成效显

下午 3 点， 在位于艺术教育

中心四楼的中国跳棋班教室里，

观山湖区第二初级中学老师张艳

正指点学生下棋。

“我从小学习跳棋，有不少参

加比赛的经历。 知道艺术教育中心

招募志愿者老师后， 我第一时间报

了名。”张艳说，每周五中午下班后，

自己会第一时间赶到艺术教育中心

给孩子们上课，“班上的 17个孩子

都很喜欢下跳棋， 我很希望引导他

们用心感受跳棋世界的乐趣。 ”

与张艳一样， 此次报名参加

志愿授课的有不少是观山湖区在

职教师。 老师们牺牲自己的休息

时间到艺术教育中心授课， 正是

希望带领更多孩子推开知识大

门，发现学习的一片新天地。

“先做自我介绍，然后开始排

练‘龟兔赛跑’ 。 ” 在另一间教室

门口， 十多名学生正跟随老师用

英语排演话剧。 观山湖区苍坡小

学英语志愿者老师许鹏飞说，在

艺术教育中心， 自己摒弃 “照本

宣科” ，用话剧形式教英语，让课

程更具趣味性， 得到了学生的支

持和欢迎。

在位于三楼的古筝班教室

里， 冯姗老师向学生示范弹奏古

筝的正确坐姿和指法。 “坐下时，

身体要靠近古筝右侧， 手指自然

弯曲…” 冯姗说，很多孩子都是零

基础进入公益班学习， 希望通过

自己的授课， 让更多孩子爱上古

筝、爱上民乐。

观山湖区青少年艺术教育中心公益培训班开班——

搭建平台 放飞梦想

“请同学们佩戴好学生证，按

顺序跟随任课老师进教室。 ” 9 月

11 日下午 1 时许，观山湖区青少年

艺术教育中心公益培训班开班，在

教育中心一楼大厅门口，学生们在

老师的引导下陆续走进教室。

“我们设置了舞蹈、 声乐、器

乐、书画、戏曲、科技、体育、语言、

文学等十大类培训课程， 共开设

70 个班级，提供 1400 余个学位，所

有课程全部免费。 ” 观山湖区教育

局党委委员、青少年艺术教育中心

主任方舒说，艺术教育中心全公益

招收这么多学生、设置这么多的课

程，在观山湖区尚属首次。

携手致力公益美育培训

“美育是教育的重要一环。

艺术教育中心是观山湖区教育局

下属事业单位， 此次招收具有观

山湖区学籍、年龄在 5 岁至 14 岁

期间的儿童公益培训生， 目的在

于加强我区儿童文化艺术修养，

提升儿童素质教育， 让孩子的学

习、 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 方舒

说，报名环节启动前，观山湖区在

区政府微信公众号、 区教育局及

艺术教育中心微信公众号等多个

渠道发布信息，尽量扩大知晓面，

让更多孩子接受公益培训。

此次参与公益培训的教师来

自三个渠道———艺术教育中心在

职专业教师 8 名，观山湖区小学、

中学志愿者教师 16 名，辖区培训

机构教师 26 名。 艺术教育中心对

教师资质进行严格把关， 拟定了

开班前、 开班后的一系列措施和

管理制度。

开班前，艺术教育中心用“以

会代训” 的形式，对授课老师开

展统一培训，并提出具体要求。 开

课后， 艺术教育中心采取 “推门

听课” 、 不定期请家长填写调查

问卷、 期末对学生进行综合测评

等形式，加强教师队伍管理，保证

培训质量。

“唯有中心、老师、家长、学生

多方携手努力，搭建平台，放飞梦

想， 才能使公益美育培训取得更

好的效果。为此，我们不仅对教师

的教学目标有要求， 对学生素质

也有要求。 ” 方舒说，艺术教育中

心将定期对学生的出勤、 学习态

度等进行考评， 对于考评不合格

的学生， 将予以劝退。 相关的措

施、制度，将根据上课期间的实际

情况，不断完善，力求更好。

带领孩子推开知识大门

注重发掘学生艺术潜质

艺术点亮生命， 美育丰盈人

生。 在艺术教育中心负一楼的家

长等候室， 不少家长正在静静等

待孩子结束学习。 市民莫良丹的

孩子今年 9 岁， 之前曾在艺术教

育中心学习两年舞蹈， 这次报的

是英语班。 “艺术教育中心的师

资有保障，环境好，水平高，课程

还免费， 真是让家长放心又欢

心。 ” 莫良丹说。

正在艺术教育中心门口接孩

子的市民吴礼娣说：“公益培训

惠及很多家庭， 我们的家庭也是

受益者之一。 愿孩子在艺术教育

中心的专业教导下，认真努力，开

启人生艺术学习的第一课。 ”

“目前，公益培训班开班情况

良好，一切如常进行。 实际上，这

只是我们公益培训计划中的第一

步。 ” 方舒说，接下来，在维护良

好教学环境、 培育孩子美育兴趣

的同时， 艺术教育中心还将注重

发掘学生潜质，“对于拥有较好

基础，或具有艺术、科技、体育天

赋的孩子， 艺术教育中心将会对

其进行重点培养， 给孩子创造能

够充分展示专长的平台， 助力他

们放飞梦想的翅膀、 成就更好的

未来。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文 /图

观山湖区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理处———

设置景观小品 提升城市“颜值”

本报讯 日前，观山湖区启

动全区人口普查首批综合业务

培训，金阳街道、金华园街道人

普办业务骨干及各普查区普查

指导员 186 人参训。启动此次培

训，旨在保障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培训现场， 专家围绕普查

方案、 工作细则、 统计法律法

规、普查表填写、数据处理等内

容，作生动、详细的讲解，并就

学员工作中遇到的疑点和难点

问题进行答疑解惑。 学员纷纷

表示，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理

清了落实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工作、 确保普查数据质量的工

作思路。

据悉，此次培训将分三批进

行，观山湖区各镇（街道）和村

（居）普查指导员先后将有 660

余人参训。

该区人普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下一步， 将继续加强 “两

员”（普查员和指导员）队伍建

设，提高普查工作能力，确保 9

月底前完成各级业务培训工作。

同时，通过开展人口普查“宣传

月” 活动，广泛深入宣传人口普

查工作，提高社会公众对普查意

义、普查对象、普查项目等内容

的知晓率和认知度， 引导广大

普查对象依法配合普查，为该项

工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环境。

（通讯员 叶舒）

观山湖区启动综合业务培训

确保全国人口普查

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本报讯 针对老年大学暂

时无法开展线下课程的现状，本

月以来，观山湖区老年大学创新

教学方式，通过安排线上公开课

的方式设置优质课程、配备师资

力量，满足全区老年学员学习需

求。

据了解，为方便学员进行学

习，观山湖区老年大学的线上教

学选择了操作较为简单的 “人

人讲 App” ，学员只需点开微信

群链接、输入密码，即可收看线

上直播课程，待课程结束后还可

重复收看课程回放。该区老年大

学还对所有任课教师进行线上

教学业务培训，让老师熟练掌握

线上授课的技能操作步骤。

据该区老年大学相关负责

人介绍，9 月 7 日起， 该校线上

公开课已正式开课， 课程内容

涵盖葫芦丝、烘焙、普通话、瑜

伽、古筝、声乐、书法、国画、摄

影等， 每周按照课表安排直播

10 节公开课。 该校线上公开课

除分享给区老年大学学员外，

还同步分享给全区各镇、 街道

办、 居委会等各级基层老年学

校， 让全区老年朋友共享区老

年大学的优质课程资源。

（通讯员 陈永琴）

区老年大学：

安排线上课程

满足学员需求

本报讯 9 月 12 日，由观山

湖区融媒体中心举办的“小观点

记者团” 职业体验系列活动走进

贵阳宜家家居商场，开展“销售

达人体验活动” 。 14 名小记者走

上不同岗位，开始体验之旅。

当天一早， 小记者换好工作

服、进行分组，在商场工作人员的

带领下走上迎宾员、分货员、售卖

员岗位， 完成迎接顾客、 分拣商

品、整理购物袋等销售工作。

“体验分拣和迎宾工作后，

我明白了要热情接待客人、细

分拣货物。 很开心能学到这些

知识，也真正体会到服务工作的

不易。 ” 团员潘品嫣说。

陪同孩子参加过几次小观

点记者团活动的家长刘慧表示：

“参加职业体验活动，一方面能

为孩子带来知识提升，另一方面

也能丰富他们的人生体验，我觉

得很有意义。 ”

据了解，“小观点记者团” 作

为观山湖区融媒体中心倾力打造

的主题活动， 从 2019 年举办至

今，已进入第三季。 此项活动旨在

让孩子以小记者身份走进各行各

业、各类活动现场，通过体验不同

职业，发现美好、创造美好。

（通讯员 郝涌智 赵雪）

“小观点记者团” 团员

当上“销售达人”

艺术教育中心的古筝老师向学生讲解弹奏要点。

观山湖辖区道路上，车辆文明按规行驶。 张婷 摄

百花湖镇下麦城村———

葡萄丰收迎客来

小小分拣员整理购物袋。 郝涌智 摄

本报讯 9月 12日,�观山湖

区百花湖镇下麦城村举办葡萄节

暨布依族传统文化推广活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该村 5

名致富带头人共同主办，旨在以

葡萄丰收为契机，提升下麦城村

“紫王葡萄” 知名度、美誉度，通

过拓宽销路助农增收，展示布依

文化和生态旅游特色。

活动分为文艺演出和农耕

文化体验两个环节进行。 在农

耕文化体验环节，打糍粑、斗水

龙、长桌宴等活动引来游客踊跃

参与。 文艺演出部分，《山歌唱

醉葡萄园》《庆丰收》等歌舞节

目展现出热闹的丰收场景，赢得

一片掌声。

据介绍，下麦城村是观山湖

区唯一聚集上百户布依族村民

的自然村。 2015 年，为响应乡村

振兴战略的号召，该村积极发展

农业产业， 党员作为致富带头

人，在村里流转土地发展葡萄种

植， 从最初的 15 亩扩种到现在

的 70 亩， 累计带动 23 户、105

位村民种植葡萄。 今年，紫王葡

萄产量预计达 20 万斤。

（通讯员 陈杨 文 / 图）

图为布依同胞欢歌笑语迎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