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 月 12 日， 记者从

修文县获悉， 修文猕猴桃短视频

大赛暨 “修文猕猴桃推广大使”

推选活动启动， 将推选出 12 名

“修文猕猴桃推广大使” 。

赛事要求，短视频作品主要以

“修文猕猴桃”“修文贵长猕猴

桃” 及系列产品为素材，通过讲故

事、讲生产、讲品质、讲品控等多角

度自由创作； 时长 15 秒至 300 秒

（5 分钟）； 视频格式为：mp4、

mov、flv、f4v；短视频内容必须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正能

量，注意用语规范。 9 月 25 日 17:

00 之前， 参赛选手可将作品发送

到邮箱：2935520752@qq.com。届时

赛事主办方将组织业内专家进行

集中评审，评出一等奖 1 名，奖金

10000 元； 二等奖 2 名， 奖金各

8000 元；三等奖 3 名，奖金各 5000

元；优秀奖 10 名，奖金各 1000 元。

获等级奖的 6 名参赛者，将被聘为

“修文猕猴桃推广大使” 。

此外，即日起至 9 月 18 日，修

文县还将推选 6 名修文籍或从事

修文猕猴桃生产销售相关人员作

为“修文猕猴桃推广大使” ，可推

荐也可自荐。修文县委宣传部将组

织专家进行集中评审，根据线上投

票情况及个人事迹，推选出 6 名个

人，聘为“修文猕猴桃推广大使” 。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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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心肺复苏主要包括

胸部按压、 畅通气道、 人工呼

吸三步， 进行胸部按压时，双

手掌根重叠， 十指紧扣， 掌心

指尖翘起……” 近日，在从江

县丙妹镇大歹村的大歹小学

内， 南明小学研学团的医学老

师正在细心指导学生们进行心

肺复苏培训。

在老师的耐心引导下，大歹

小学学生潘秀在人体模型上顺

利完成了整个过程。“刚开始有

点担心自己做不好，完成之后很

有成就感，感谢南明区的老师来

给我们上课，让我们学到了很多

新知识。 ” 潘秀说。

“通过走进大歹开展研学活

动的方式，激发了大歹小学学生

的学习热情，进而助力当地做好

控辍保学工作。 ” 南明小学党总

支书记陈晓丹说。

去年 11 月，南明区教育局与

从江县教育局签订帮扶协议，对

大歹小学开展为期三年的 “组团

式” 驻点结对帮扶，其中，南明小

学承担了驻点帮扶任务。 接到任

务后， 南明小学立即抽调学校党

政领导和骨干教师组成帮扶团

队， 进驻大歹小学全面展开教育

帮扶工作。 同时，充分整合利用学

校的优质教育资源， 围绕校园文

化建设、教育教学管理、学生习惯

养成、带动老师发展等方面，为大

歹小学教育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

帮助， 助力该校全面提升办学质

量。

南明小学对大歹小学的驻点

帮扶，是南明区充分发挥省会城

市核心区教育资源优势， 采取

“组团式” 教育帮扶模式，大力

实施教育帮扶工程、助力帮扶地

实现教育脱贫的具体实例之一。

近年来， 南明区教育局统

筹协调全区优质教育资源 ，以

搭建两地校与校之间结对帮

扶平台为载体，围绕提升帮扶

地学校教学管理与教育水平 、

改善教学条件等方面内容，通

过组团式帮扶模式，有针对性

地开展教学研讨 、 教师培训 、

名师骨干教师送教以及选派

优秀教师到帮扶地支教等帮

扶活动 ，多形式、多层面地向

长顺县、普安县、望谟县、罗甸

县、从江县、威宁县等地的 55

所帮扶学校输送南明优质教

育教学资源 ，为当地坚决打好

打赢教育脱贫攻坚战不断贡

献南明力量。

今年 2 月 24 日，全省“空中

黔课” 网上学习课程开始后，南

明区属各学校积极与结对帮扶

学校沟通交流，与帮扶学校交流

网上课程学习辅导经验和方法。

3 月以来， 南明区属解放桥

小学、贵阳市第十八中学、达德

学校等，分别向长顺县鼓扬镇三

台小学、开阳县楠木渡镇中心学

校、长顺县鼓扬镇红岩小学等帮

扶学校赠送口罩、消毒液等防疫

物品，助力帮扶学校顺利开展复

学工作。

4 月 30 日，南明区第一实验

中学到罗甸县民族中学开展送

课帮扶活动， 通过线上教学、送

课下乡、与结对帮扶学校开展教

研比赛等方式，和帮扶学校分享

本校的教育教学资源。

5 月 27 日，在罗甸县第三小

学，南明区甘荫塘小学与该校师

生分享学校在全省“一优一师”

课和微课比赛中获奖的课程。

……

送物资、送课程、送培训……

今年以来，南明区教育系统积极

克服疫情影响，通过各种形式有

序开展教育帮扶活动，确保南明

教育帮扶不断线。

截至 7 月， 南明区教育系统

共开展对外帮扶工作 95 次，送培

送教 45 次， 下派老师 222 人次，

线上指导 10 余次，接待老师交流

学习 24 人次。

张雪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九月白云，秋风送爽，金桂

飘香。 七彩路上，白云区云城街

道与白云区司法局共同打造的

法治文化一条街刚刚建成 ，一

幅幅图文并茂的法制道德文化

宣传栏吸引了过往群众驻足观

看；辖区各路口，身穿绿色马甲

的志愿者正在进行常态化文明

引导……

作为白云区党建引领社会

治理示范点之一， 今年以来，云

城街道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积极

探索党建引领城市基层社会治

理新模式，不断夯实党群服务阵

地、 凝聚社会资源共驻共建、丰

富文明实践活动凝聚民心，以

“幸福街道·品质云城” 为目标

全力打造“三感社区” ，街道社

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不断提

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进一步提升。

夯实阵地 积极开展服务

9 月 8 日一大早， 云城街道

党群服务中心舞蹈室里响起了

音乐声， 家住云尚小区 13 栋的

周能莲正在练习舞蹈。

“三年前,我退休搬到云尚

小区的时候， 一个人都不认识，

后来通过党群服务中心这个平

台， 不仅退休生活越来越丰富，

还认识了很多朋友。 ” 周能莲说，

街道党群服务中心除了开展很

多免费课程、活动，还积极帮助

群众解决困难和问题，“平时生

活中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都可

以向党群服务中心反映，很快就

能得到回复和解决。 ”

这只是云城街道夯实党群服

务阵地的一个缩影。 云城街道按

照“街道建中心、社区建站点” 的

思路， 建成了 1 个街道党群服务

中心以及金融北城社区党群服务

站、迎宾社区党群服务站、白金社

区党群服务站、 云尚社区党群服

务站 4 个党建工作站， 线下打造

云城红课堂、 法律援助室等一批

服务项目，线上打造“党建服务 E

家” ，积极为群众服务。

同时， 云城街道还构建了

“党工委———社区党支部———网

格党支部———院落党小组———党

员楼栋长” 五级党组织网络体

系，将党建引领贯穿于社会基层

治理的始终， 切实把辖区单位、

群团组织、物业等力量下沉到网

格，以党建触角延伸带动治理和

服务延伸。

整合资源 提升服务效率

这段时间，云城街道辖区居

民张维娜少了一件闹心事。 每天

上下班必经的碧桂园工地至白

云南路路段， 经过环境综合整

治，变得整洁干净，再也不担心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了。

“以前，这段路车辆乱停乱放、路

面破损严重， 上下班经过这里，

鞋子常被弄脏。 ” 张维娜说。

群众有所呼， 街道有所应。

为解决上述路段环境问题，云城

街道利用 “街道吹哨、 部门报

到” 社会治理机制， 主动 “吹

哨” ，联系相关部门。 随后，区住

建局、市交管局白云分局、区文

旅局、工地施工方等举行现场沟

通办公会沟通整改事宜。 经过多

方努力，该路段停车秩序及环境

卫生得到改善，获得市民点赞。

同时，云城街道以党建为引

领，充分整合辖区资源，发动驻

辖区机关单位、企业、社会团体

组织等 37 家单位成立云城街道

共治委员会， 健全居民自治机

制、民主协商机制、群团带动机

制、社会参与机制，发挥各行业

优势，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新格局。 街道还建立了

群众需求清单、驻区单位资源清

单、共驻共建项目清单“三个清

单” ， 凝聚合力解决民生热点难

点问题。 截至目前，街道已累计

召开共治委员会会议 5 次，解决

问题 47 个。

发动群众 参与社会治理

前不久，云城街道金融北城

社区居委会在瑞福花园小区开

展了一次垃圾分类大型宣传活

动。 作为这次活动的居民志愿

者， 秦贵英积极发放宣传资料，

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这

样的活动很有意义，能有效提高

大家的垃圾分类意识。 ” 秦贵英

说。

云城街道依托党群服务中

心、党群服务站等阵地，开展了

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动， 如，

法律明白人科普讲座、垃圾分类

宣传活动等， 密切了党群联系，

吸引了不少热心居民参与到街

道的志愿服务活动中。

据悉， 云城街道成立了花语

志愿服务社，组建了医疗、教师、

法律等爱心志愿服务队伍，累计

招募各类志愿者 560 余人。 今年

疫情防控期间，志愿者纷纷投身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值守卡点、

监测体温……全国文明城市整

改攻坚行动中， 辖区 120 余名党

员和居民志愿者主动到街道报

到，参与文明岗、雷锋岗值守，参

与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形成了共

建共治共享幸福家园的新风尚。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本报讯 9 月 14 日， 记者从

息烽县获悉， 该县年内将建成三

条党建示范带， 以大党建促进区

域大发展。

红旅融合党建示范带以同城大

道连接美丽南山田园综合体和息烽

党性教育基地， 实现红色文化与农

旅融合、旅学研串点连线，着重展现

息烽精神和发展动力， 推动党性教

育提升与旅游经济发展“双赢” ；产

城互动党建示范带以团圆山环线连

接西山镇归田园居田园综合体和息

烽县经开区党建综合体、 坪上工业

园等，发挥功能性党组织轴承作用，

助推息烽县经开区引产品、优品牌、

强产业， 着重展现息烽产业集群发

展，推进城镇化提速扩容；乡村振兴

党建示范带以“三农” 发展为主线，

连接小寨坝镇“红壤碧珠” 、养龙司

镇“百果飘香” 、石硐镇中康等田园

综合体和温泉小镇， 着重展现农村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讲述党建示范引

领推动农村产业革命助力乡村振兴

的生动实践。

建设中，息烽县将对各示范

点进行分类指导，定期对党建示

范带各示范点推进工作情况进

行观摩督导；建立完善党建示范

带建设工作量化评估机制，把党

建示范带建设工作列入县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大党建

示范带建设工作的宣传力度，强

化党建引领推动共建共治共享，

促进区域性系统性整体性党建

创新取得实效。

据悉，到 2025 年，息烽县将

依托国道、省道、县道、乡道，围

绕大健康消费品牌集散地、 避暑

养生品牌集散地、 红色文化旅游

目的地、 磷煤化工绿色循环经济

示范区、 大健康新医药产业集聚

区、农产品精深加工示范区“三

地三区” 和特色小镇建设，打造

10 条以上党建示范带，覆盖 50%

以上的党组织， 基本形成纵横一

体的党建示范带集群。

（李小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詹燕）

打造“三感社区” 共建幸福家园

———白云区云城街道以党建引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见闻

发挥资源优势 做好结对帮扶

———南明区大力实施教育帮扶工程见闻

以大党建促进区域大发展

息烽县年内将建成三条党建示范带

本报讯 9 月 13 日， 记者从

修文县文旅局获悉，2020 年 “一

节一会” 阳明文化文创产品设计

大赛启动， 面向社会征集阳明文

化文创作品。

大赛要求， 参赛作品应凸显阳

明文化元素， 深入挖掘阳明文化内

涵，富有创新性、实用性、收藏性、市

场性和增值性， 符合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导向； 设计风格和作品形式

不限；参赛作品必须有设计方案，明

确阐述作品设计思路、理念和含义。

大赛设一等奖 1 名、 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奖金分别为 10000

元、5000 元、3000 元。 即日起至 9

月 22 日为作品征集阶段， 组委会

将对入围参赛作品进行评选和公

布展示，获奖参赛选手将受邀参加

贵阳市第十一届旅游发展大会、贵

阳（修文）猕猴桃节及修文县第三

届乡村旅游发展大会。

参赛选手可将作品发送至邮

箱：xwymwh2020@126.com。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许发顺）

阳明文化文创产品

设计大赛征集作品

本报讯 9月 11 日，“美

丽乌当·花园之城 ” 助力乌

当区 创建 国家 全 域旅 游 示

范 区 文艺演出在 振华 广场

举行。

此次活动由乌当区委宣

传部、 乌当区文体广电旅游

局主办， 通过举办主题文艺

演出活动， 进一步加大创建

宣传力度，集中打造“美丽乌

当·花园之城 ” 全域旅游品

牌，提高乌当旅游的知名度、

美誉度。

活动中，10 多支群众文

化志愿队伍表演了歌曲 、舞

蹈、 器乐演奏、 时装表演等

节目， 节目精彩纷呈、 富有

特色， 展现了乌当群众积极

健 康 的精 神风貌 ， 吸 引 了

200 余名观众到场观看 。 演

出过程还穿插了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相关内容的有

奖知识问答， 现场群众积极

抢答 ， 将气氛推向了高潮 。

活动现场 ， 保利国际温泉 、

贵御温泉、 万象温泉、 乐湾

国际温泉 、 枫叶谷景区 、保

利国际温泉酒店、 天海美术

馆等 景 区景 点设 置了 宣 传

点， 向广大市民推介近期优

惠活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樊荣）

乌当区举办

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文艺演出

本报讯 9 月 2 日， 花溪区启

动“质量月”活动。

此次活动的主题为“强化品

牌建设 ，稳定产品质量” ，按照

安排部署，“质量月” 期间，将开

展“质量开放日” 、质量自查、改

进工艺和质量提升、检测大对比

等系列活动，营造“政府重视质

量，企业追求质量，人人关注质

量” 的浓厚氛围，引领辖区企业

树立“质量是企业的生命” 的理

念 ，弘扬工匠精神 ，维护市场秩

序。 下一步，花溪区市场监管局

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

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为促进

花溪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

出贡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詹燕）

花溪区启动“质量月” 活动

本报讯 近日， 南明区新华

路街道办事处、 新华片区司法所

走进贵阳九中， 开展 “送法进校

园” 法治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主要通过法治教

育课形式进行，法律讲师从法律

专业角度，运用具体实例 ，以案

释法 ，以法论事，告诉学生“校

园欺凌” 行为的危害性和违法

性 ； 从关爱青少年健康成长角

度，教导学生该怎样提高自我防

范能力，如何运用法律手段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预防校园欺凌，

远离校园暴力；从树立正确价值

观角度，寄望学生不断加强法律

知识学习， 养成法律思维习惯，

增强辨别是非能力， 远离犯罪，

远离伤害。

（吴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冉婷林）

南明区新华路街道———

送法进校园

本报讯 近日， 白云区泉湖

街道开展为期 7 天的网络创业培

训活动，辖区失业人员、有创业意

愿群众等 60 余人参加。

此次培训得到白云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和贵州穗港职业

技术学校的大力支持和指导，旨

在让学员在短时间内掌握网络创

业的技巧和要点。

培训课上， 来自贵州穗港

职 业 技 术 学 校 的 培 训 老 师 结

合实际案例 ，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 为 学 员 们 讲 解 创 业 优 惠 政

策 、 创业 方法 等 ，教 授 学 员 开

网店的基本技能等。 老师还与

学 员 共 同 探 讨 网 店 设 计 、 运

营 、推广等各类问题以及解决

方法 。

此次培训帮助学员建立了互

联网创业思维， 提升了其网络创

业能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白云区泉湖街道———

开展网络创业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