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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5 日， 观山湖

区金华园街道联合市、 区综合

行政执法局， 开展垃圾分类宣

传活动。

当日，工作人员一边进行垃

圾分类演示，一边详细向居民介

绍什么是垃圾分类、如何在家中

进行垃圾分类、怎样正确投放垃

圾等各类环保知识。 同时，工作

人员还向大家发放了垃圾分类

宣传册，邀请大家参与垃圾分类

问卷调查， 呼吁大家从细节做

起，从垃圾分类做起，节约能源，

反对浪费，减少污染，践行绿色

生活，共同保护美丽的家园。

活动中，金华园街道还组织

了 5 个宣传志愿小组，携带垃圾

分类宣传资料，在金华园小区挨

家挨户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

活动，进一步增强居民对垃圾分

类知识的了解，倡导大家积极参

与垃圾分类行动。 据悉，当日活

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300 余份。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帅弋）

观山湖区金华园街道———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

本报讯 6 月 1 日至 6 月

25 日，南明区“扫黄打非” 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南明区西西

弗书店、乐转城市书房联合开展

“绿书签” 优惠购书活动。

此次活动主题为“护助少年

儿童健康成长，抵制有害出版物

和信息” ， 旨在引导青少年绿色

阅读，让少年儿童受到优秀文化

滋养，安全、健康、阳光、快乐成

长。“绿书签” 由各乡、街道统一

派发，青少年凭“绿书签” 到南

明区西西弗书店、乐转城市书房

购书可享折扣。

据了解，“绿书签行动” 是南

明区“护苗 2021” 专项行动的重

要内容。 此前，南明区“扫黄打

非”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积极组

织各乡、街道开展“绿书签” 宣传

活动，通过张贴宣传海报、播放宣

传视频、开展线上宣传、开展市场

检查等形式， 进一步扩大行动影

响力， 形成全社会关心关注和保

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

围， 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绿

色、健康、清朗的社会文化环境。

（石传珏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冉婷林）

南明区开展

“绿书签” 优惠购书活动

本报讯 近日， 云岩区黔

灵东路街道走进黔灵小学开

展 “党 史进 校园·文 化 润 童

心 ” 主题活动，通过讲述党的

光辉历程 、 绘就党的奋斗足

迹 ，让红色基因在广大学生中

传承。

活动中， 街道红色文化宣

讲员梁敏带领学生重温党的光

辉历史。 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

物、一件件感人至深的事迹，加

深了同学们对百年党史的认知

和理解。宣讲结束后，同学们还

拿出画笔， 描绘出对党和祖国

的无限热爱，进一步激发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

追忆百年峥嵘岁月， 传承

奋斗青年先行。 下一步，黔灵

东路街道还将继续推进党史

学习教育进校园活动，让青少

年积极主动了解党的历史 、了

解革命先烈故事 、传承红色基

因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

观、价值观。

图为同学们用画笔表达对

党和祖国的热爱。

（周洲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梁婧 文 / 图）

党史学习进校园

云岩区黔灵东路街道在黔灵小学开展主题活动

本报讯 6月 2 日， 贵阳综

保区举办“回顾百年党史·不忘

奋斗初心” 党史读书分享会活

动，30 余人参加。

为进一步营造党史学习教

育浓厚氛围， 丰富党史学习教

育形式载体，在全区掀起党史

学习教育热潮 ，激发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热情 ，作为

贵阳 综 保 区 庆 祝 建 党 100 周

年系列活动之一 ， 该区围绕

“回顾百年党史·不忘奋斗初

心 ” 主题，举行了首期党史读

书分享会活动，通过鼓励广大

参与对象广泛阅读党史 、红色

经典等， 以读书分享的形式 ，

传承红色精神 。

当天读书分享会活动中，

贵阳综保区组织人 事 部副 部

长刘力作为分享人，通过分享

《红色家书》《逆转》等书籍 ，

带领大家重温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回顾革命先驱们的奋斗

故事 。 来自区税务局机关 、区

政务服务中心 、 辖区企业的

党员干部群众积极交流心得

体会 。

据悉， 贵阳综保区党史读

书分享会活动 由机 关及 区 属

国企牵头开展，掀起学习党史

热潮 ， 加强互动分享学习 ，增

进对党史的理解认识。 活动从

本月起将于每月的第二个、第

四个星期五下午举办 ， 持续

到 11 月。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梁婧）

回顾百年党史 不忘奋斗初心

贵阳综保区举办党史读书分享会活动

本报讯 6 月 3 日，观山湖

区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

活动期间，观山湖区食安委

各成员单位将根据各自职责，切

实开展食品安全“进学校、进工

地、进社区、进超市、进机关” 活

动。 同时，抓好源头治理、过程

严管、风险严控，落实食品安全

属地管理责任， 推动监管部门

依法履职， 督促企业依法诚信

经营，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构建食品安全共治格局， 全力

保障全区人民食品安全。

当天的启动仪式上，观山湖

区通报了该区 5月开展“食品安

全进社区” 宣传栏评选活动结

果，并对获奖的百花湖镇、朱昌

镇、宾阳街道办、金华园街道办、

金阳街道办及长岭街道办颁奖。

（肖兴珏 贵阳日报融媒

体记者 帅弋）

本报讯 6 月 7 日， 记者从

花溪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获悉，从

即日起至 8 月，该局将联合相关

部门，全面整治影响城市市容市

貌的违法违规行为。

在市容秩序整治上，将加强

对花溪主城区甲秀南路、 迎宾

路、田园路等周边的市容秩序管

控力度， 对存在的流动摊点、店

面延伸占道经营等行为做到及

时发现及时处理。

在环境卫生上，加强渣土运

输管理，每日派出巡查车辆和人

员， 在辖区重点路段设置临时

检查点，及时整改装载过满、冲

洗不干净、 车身不整洁等运输

车辆。 同时，采取机动巡查的方

式对辖区在建工地进行巡查，

重点督促建筑工地做好出场渣

土及其他物料运输车辆的冲

洗、密闭，从源头上杜绝运输车

辆违规出场带泥上路污染城市

道路。

在市政设施维修维护上，加

大对甲秀南路、迎宾路、田园路、

民主路、将军路、明珠大道、贵筑

路、清华中学等地市容设施的巡

查力度， 及时做好维护维修；夜

间巡查路灯亮灯率，按时对辖区

范围内的桥梁设施进行巡查，做

好桥梁隐患排查工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汤利）

花溪区———

全面整治市容市貌

观山湖区——

食品安全宣传周

活动启动

本报讯 6 月 7 日，白云区

沙文镇联合绿涌爱心协会走进

沙文镇高新小学开展禁毒 “大

扫除” 宣传进校园活动。

活动中， 沙文镇禁毒志愿

者通过举办讲座、设置宣传展

板、 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

青少年讲解毒品的种类、 危害

和防范新型毒品等有关知识以

及法律法规， 引导青少年构筑

牢固的思想与行为防线， 珍爱

生命， 远离毒品， 积极参加禁

毒宣传活动， 自觉抵制毒品，

做一名合法的小公民。

此次活动， 共发放禁毒

宣传资料 500 份， 展出禁毒

展板 5 块。 通过宣传，青少年

认清了毒品的危害， 提高识

毒 、防毒 、拒毒能力和意识，

提升了识别、防范、抵制毒品

的意识和能力 ， 在校园内进

一步营造“禁绝毒品，人人参

与” 的氛围。

（王伟 贵阳日报融媒体

记者 梁婧）

白云区沙文镇——

开展校园禁毒宣传

近日，记者走进修文县六屯镇

大木村，这里古树参天、村容整洁、

山清水秀，还有红色文化教育、长征

文化体验、 农耕文化体验等特色旅

游产品。

“这里是红军文化广场 。

1935 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入

六屯镇，其中，红五军团主力在大

木一带宿营。 红五军团进入大木

村大木寨后， 便在寨中进行革命

宣传，发动群众书写了‘取消一

切高利贷’‘打土豪，分田地’ 等

大量革命标语。 ” 修文县史志办

工作人员李召锋说，红军走后，反

动保长奉命来清洗标语。 村民得

此消息后， 立刻砍柴来把这条巷

道堵死，把标语掩藏起来。

记者看到，在写有标语的山墙

上，“红军是干人的军队”这一条标

语仍清晰醒目。“这些标语是党留

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代表了我们党

和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主张， 这是

为了贫困老百姓得以解放而抒写的

标语，代表了长征精神、革命精神，

这些精神永不褪色。 ”李召锋说。

历经近一个世纪， 大木村的

“红军标语”已经成为村民的精神

财富，如同一块“路标” ，激励着大

木村党员干部群众不断奋进。

“以前村里没有产业、没有

通达的道路，老百姓就是种玉米、

卖鸡蛋赚点生活费。 ” 大木村党

支部书记李福贵说。

穷则思变。 大木村是布依族

聚居村寨，村里民族文化浓厚，且

毗邻修文县桃源河国家 AAAA 级

景区， 地理位置优越。 基于此，

2017 年大木村村支两委开始思索

发展道路，决定发展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让我们村实现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发展意识不

断提高、返乡的人也越来越多。 我

们还将红色文化、农耕文化、布依

文化相结合，开展红色旅游，切实

提高游客的体验感和营造良好的

文化氛围。 特别是红军标语，为我

们村聚了不少人气。 ”李福贵说。

据了解，大木村从 2014 年起

启动“四在农家·美丽乡村” 示范

点建设， 在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下，

打造了“红色大木” 旅游品牌，同

时，大力发展民宿经济，建成了大

木金叶旅游度假村。截至 2020年，

共有 500 多批次 4 万多人次的来

自省内外的党员干部及研学团队

到大木村体验红色文化。全村目前

共有 13 家民宿，可提供床位 1000

多个，仅 2020年，大木村旅游总收

入达 780余万元。 依托红色文化，

大木村还发展猕猴桃、李子、林下

食用菌、林下养鸡等产业；开展研

学活动、农事活动，切实提高游客

体验感；同时，每年还邀请旅游学

院老师进村开展餐饮服务、酒店管

理等培训，提高民宿工作人员的专

业知识和素质，以高质量的服务促

进旅游高质量发展。

下一步， 大木村将继续完善

基础设施， 建好乡村纪念馆等硬

件设施，同时，加强对红军标语的

保护力度， 积极建设大木村党性

教育基地，开发旅游 + 农业产品，

综合带动村寨发展， 为村民提供

更多就业岗位，助推乡村振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周芸

修文县大木村———

红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 6 月 7 日， 修文县

人民检察院就办理的修文县自

然资源局对辖区内重点保护野

生植物公益诉讼案件进行公开

听证。

举办此次公开听证，旨在向

各方介绍案件的具体情况及需

要听证的问题，依法保护生态环

境。 会上，县自然资源局就珍稀

植物的保护及听证的问题分别

进行说明并发表整改意见，植物

专家对案件专业问题进行研究

并出具专家意见，听证员发表听

证意见。

听证会上， 专家及修文县人

民检察院建议， 相关林业部门要

对县域内的国家和省级重点保护

野生植物进行全面调查， 及时掌

握动态变化情况； 要根据调查的

实际情况，采取设立保护点、保护

标志、制定管护方案等措施，形成

系统、 科学、 有效的长效管护机

制；要多渠道多形式加强宣传，增

强群众法治意识、保护意识。

会后，听证员表示，修文县人民

检察院公开听证程序规范、透明，有

利于强化珍稀植物公益保护。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周芸）

修文县人民检察院———

就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公益诉讼案进行听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