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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清晨，在城区的各个公园、广场、居民
小区，人们做操、跑步、打太极拳，用自己喜爱的
健身方式，开启新的一天；每个傍晚，广场、公
园，健身操、交谊舞，人们舞得火热，跳得畅
快……蓬勃开展的全民健身运动，让遵义这
座红色之城充满朝气与活力。

近年来，我市建立了面向大众，具有遵义特
色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形成了政府、社
会、市场共同发展全民健身事业的格局。

公共体育设施不断完善

晨曦中，位于城区的凤凰山迎来了一天中
最热闹的时刻，徒步登山锻炼身体的市民络绎
不绝。

到了晚上，老城纪念广场人潮涌动。吃过
晚饭后，市民纷纷散步到广场，在这里感受广场
舞的乐趣。

在新蒲新区 5号还房小区，健骑机、双位蹬
力训练器等健身器材上，小区居民聚在一起边
锻炼、边聊天，有说有笑。

不仅在城区，在我市农村，一个个规范标准
的篮球场、乒乓球台，一台台健身器材也让农村
群众共享全民健身的乐趣。

放眼全市，群众健身已蔚然成风。
记者了解到，“补短板”是我市全民健身“十

四五”期间的重点工作之一。在“十四五”开局
之年，为扎实推进此项工作，我市积极向上争取
项目，获得省级支持项目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多功能运动场 8个、社区智能驿站 4个、农体
工程器材补充维护更新 71个、社区健身路径
或 3人制篮球场 68个。今年年底全市将建成
15个智能化市民多功能运动场，以满足广大人
民群众健身需求。

目前，我市已建有各级各类全民健身活动
站点 861个，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已实现全覆盖，
城市社区基本实现了“15分钟”健身圈。

全民健身赛事丰富多彩

每年我市相关部门还会组织不同类别的体
育活动，并以“全民健身日”“全民健身月”和节
假日为节点，以全民健身运动会为主线，形成了
有示范、有主线、有特色的全民健身活动态势。

我市坚持每两年举办一届市运会、职工运
动会等大型赛事。各县（市、区）结合自身特点，
积极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全民健身活动，湄凤
余山地自行车赛、赤水河谷公路自行车赛、“四
渡赤水”挑战赛、中国赤水河谷超级长跑黄金大
奖赛、全国“商学院杯”户外挑战赛、中国·遵义

“娄山勇士”国际越野跑挑战赛、贵州遵义娄山
关·海龙屯国际山地户外运动挑战赛等一系列
赛事享誉全国。

王俭是汇川区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酷爱
自行车骑行的他常年坚持锻炼，省内外各大自行车赛事都能看见他的身
影，在我市举办的湄凤余山地自行车赛、赤水侏罗纪公园山地自行车爬坡
赛等赛事上，他都是常客。

像王俭这样“痴迷”健身的人，在我市还有很多。我市每年举行的丰富
多彩的体育赛事、体育活动，已成为全民健身有力的“助推器”，激发了大家
参与体育健身的热情。

公共服务体系日益健全

群众健身参与度的提高以及休闲方式的转变，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
也离不开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群众体育组织是开展全民健身工作的
重要基础，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市逐步建立了以社会体育指导员为骨干，
以广大市民为服务对象，以组织开展小型多样的健身活动和科学健身指导
为工作内容的各类健身协会，形成了群众积极参与、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
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

近年来，我市各体育类社会组织呈现快速发展势头。除了篮球、足
球、羽毛球、乒乓球、体育舞蹈等常规运动项目外，拳击、台球、街舞等运
动项目社会体育组织相继成立，为我市群众体育事业发展注入了新元素，
增添了新活力。目前，我市拥有市级体育协会 42个、县级体育协会 193
个，体育俱乐部55个。

同时，为指导广大群众科学健身，我市积极壮大社会体育指导员队
伍。每年都要定期举办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班，全面提升健身服务指
导水平，预防运动伤害的发生。目前，全市社会体育指导员达15929人。

如今，全市城乡群众共享体育发展成果。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
市，到处都有人们健身的身影，“运动、健康、快乐”成为大家口中的热
词。微信朋友圈里“晒”步数、“晒”运动，体育运动已经融入遵义市民的
日常生活。

市文体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下一步工作中，将着力打造我市的
全民健身品牌项目，积极开发城市公园、边角地和城市空置场所等，不断扩
充群众体育健身场地资源，着力构建更高水平的全面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推进我市全民健身工作再上新台阶。 （记者 何骥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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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省北票市上园镇的
骆驼山脚下，有一个叫朝阳寺的
地方，朝阳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就
建立在这里。

创建中共支部，播下革命火种

革命战争年代，朝阳寺是热
河省东大门。这里地势险要，交
通便利，是军事要塞。1928年 4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共顺直省
委领导下建立中共内蒙古特别
支部，由韩麟符（经李大钊介绍
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的热河革
命先行者）担任书记。其主要任
务是在热河、绥远、察哈尔 3个
特别区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发
动群众，组织农会，开展武装斗
争。特支下设建平、朝阳、赤峰
三个支部，共有20名党员。

韩麟符等人以办学为掩护组
织工农武装斗争。他们办起了一
所新型学校——“诚修学校”，除
收富裕家庭的子女外，交不起学
费的贫苦人家的孩子也能入学。
支部的几名党员就是学校教员。
他们除教文化课外，还讲一些革
命道理，如“穷苦人为什么受压
迫、受剥削”“只有打倒地主、老
财，穷人才能翻身得解放”，将革
命的种子播撒在学生们的心田。

韩麟符等人还经常深入贫苦
农民家中访贫问苦，培养了一批
骨干力量。这些骨干力量带动朝
阳寺地区的群众积极参加农民武
装斗争。然而，就在时机成熟、武
器也准备就绪时，暴动之事被国
民党特务察觉。1928年11月，当
地驻军一个团到朝阳寺搜捕暴动
人员。几名骨干被捕入狱，朝阳
支部的党员被迫全部转移。

朝阳寺农民暴动虽然未如期
举行，但革命的星火从此在朝阳
地区渐成燎原之势，激励着朝阳
地区人民前仆后继。革命先行者
韩麟符几经国民党反动派抓捕，
不屈不挠，生命定格在34岁；朝阳
寺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海峰，率部
在上园车站附近擒获日寇间谍石
本权四郎，震惊中外；1933年，辽
西著名抗日爱国将领耿继周曾在
此阻击日寇；辽沈战役中，东北民
主联军在此布下重要防线……一
个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串起一条清
晰的红色记忆链，让上园这片土
地变得无比厚重。

用好红色资源，打造红色课堂

一代代上园人视革命先辈

的红色精神如珍宝，薪火相传。
新中国成立后，上园镇涌现出了
朱彩云、金宝连、宝英杰等 20多
名省市劳动模范。

为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
基因，2017年，“朝阳第一党支部
纪念馆”在朝阳寺村落成。该馆
建筑面积近240平方米，80余张
照片和 100余件珍贵实物陈列
其中。一件件斑驳的实物，一张
张泛黄的图片，记录了韩麟符等
共产党员在朝阳寺开展革命斗
争的足迹。该馆建成以来，平均
每年接待近万人次，成为广大干
部群众学习革命精神、感悟家国
情怀、提升个人境界、激发报国
斗志的红色课堂。

正值建党百年，上园镇党员
群众以党史为轴，以红色文化为
主线，开展文艺创演活动。以

“朝阳第一党支部”为历史背景，
创作歌曲《朝着太阳谱新篇》、诗
歌《无形的丰碑》；将上园小英雄
王维贤的故事，改编为情景剧
《小英雄王维贤》，等等，用鲜活
生动的形式讲好革命故事，宣扬
先辈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传承红色基因，赋能乡村振兴

“这里是朝阳地区革命风
云的策源地，革命先辈的红色
精神早已深入到我们的骨髓
里。”上园镇朝阳寺村党支部书
记王伟自豪而坚定地说。近年
来，他们开垦荒山，成立 442个
扶贫果园；动员贫困户大力发
展养殖项目；深化行业扶贫；改
善宜居环境；扶贫立志，扎实开
展比干劲奔小康活动……在脱
贫攻坚工作中，朝阳寺村交出
了合格的答卷，生活富裕，精神
富足。

如今，朝阳寺村和朝阳大地
上的乡村一起开启了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园镇党
委、政府依托文化底蕴和丰富的
自然生态资源，正在探索“农业+
文化+旅游”三位一体的新业态，
倾心打造乡村产业特而精、空间
形态小而美、运营机制活而新的
特色小镇。挖掘红色文化建设
红色小镇，依托化石文化建设化
石小镇，瞄准金丝枣产业建设金
丝小镇，围绕历史建设文化小
镇，关注生态发展建设时尚小
镇，利用丰富的水资源建设白石
渔村，“五镇一村”蓝图正在精准
实施，一幅美丽乡村的画卷正在
上园铺展开来。

朝着太阳谱新篇
朝阳日报记者 韩云波

本报讯 （记者 李玺）今年6
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
的决定，并确定于今年9月1日起施
行。为推进新《安全生产法》贯彻实
施，提高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依法
行政水平，近日，市应急管理局组织

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
开展新《安全生产法》暨安全生产行
政执法培训讲座，对新《安全生产
法》进行详细解读。

市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新《安全生产法》修改力度大、
涉及条文多，修改决定共42条，约
占原条款的1/3，较大篇幅地对《安
全生产法》进行了完善。

据了解，新《安全生产法》围绕
贯彻落实决策部署、确保转化执行
到位，坚持问题导向、统筹兼顾安
全发展，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增强
安全生产能力，强化政府监督管
理，加大违法处罚力度的总体思
路，在原版本基础上对工作原则要
求、安全监管机制作了进一步完
善，在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强化政

府监督管理职责、加强监督管理制
度建设、加大违法处罚力度等方面
进行了明确。另外，新《安全生产
法》还增加了对从业人员人文关怀
的条款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
讼制度，并注重与其他法律有机衔
接，对从根本上织密安全生产法治
防护网，切实打牢安全生产法治根
基，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法治效能。

市应急管理局

组织开展新《安全生产法》培训

本报讯 （记者 吕欣）9月5日是全国第六个“中华慈善日”，今年的主
题是“汇聚慈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遵义市慈善总会、粤黔协作工作队遵
义工作组共同发起“遵慈义善·山海相连”助学助教专项募捐活动，向全市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爱心组织和各界社会人士发起倡议，希望大家伸
出援手、慷慨解囊，通过募集慈善资金及资源，改善遵义市教育基础设施条
件，向困境学生和教师提供救助和关爱。

近年来，遵义市教育事业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取得长足进步。但
是，也还有部分学生和教师因为意外、疾病等原因导致家庭贫困而需要帮
扶，也有不少山区学校办学条件简陋，基础设施需要改善。

因此，在全国第六个“中华慈善日”来临之际，遵义市慈善总会发出倡
议，希望有识之士各尽其才、有能之人各尽其力、有爱之人各尽其心，积极
参与“遵慈义善·山海相连”助学助教专项募捐活动，为全市困境师生出一
份力。

在本次募捐活动中，遵义市慈善总会为企业捐赠或个人大额捐款设立
了两个银行汇款方式：一是民生银行遵义红花岗支行，账号 632995105；二
是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义播州支行，账号 54330188000023614。
户名均为遵义市慈善总会。

同时，本次助学助教募捐活动也接受线上捐赠和上门捐赠。线上捐赠可
与遵义市慈善总会联系获取相应二维码，通过扫描进行线上捐赠。上门捐赠
详细地址为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 28号融兴大厦 9楼 908，联系电话为
0851—28226007。遵义市慈善总会将向捐赠方开具公益事业捐赠票据，捐款
时请完善捐赠人信息，以便公示和开具捐赠票据，同时备注“遵慈义善·山海
相连”助学助教项目。

遵义市慈善总会发起助学助教专项募捐

为困境学生和教师提供援助

本报讯 （记者 向婧）讴歌
自然生灵，书写如画诗乡。9月 3
日至5日，以“自然的背后”为主题
的诗刊社首届“自然诗会”暨第六
届十二背后诗歌节在绥阳县十二
背后旅游区举行。中国作协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省文联主
席欧阳黔森，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
长郑欣，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
长、市委统战部部长孟麟出席开幕

式或相关活动。
本次活动由贵州省文化和旅

游厅，贵州省文联，贵州广播电视
台，遵义市委宣传部，绥阳县委、县
政府指导，诗刊社、十月杂志社、贵
州十二背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主
办。部分国内著名作家、学者、诗
人齐聚一堂，共吟自然诗歌，讨论
人与自然的崭新关系，深入感受中
国诗乡的独特魅力。

洞林山水，诗画绥阳。作为
本次活动举办地的绥阳，山水传
奇、人文素盛、诗意盎然。东汉尹
珍在绥阳设帐讲学 15年，便在这
片土地播下了诗歌的种子。发展
至今，绥阳诗歌在全国产生了重
要影响，先后获得全国文化先进
县、中国诗乡、中国诗词之乡等荣
誉称号。

近年来，绥阳县十二背后旅游

区成功举办了十二背后国际诗歌
节、溶洞诗会、世界诗人大会等诗
歌活动，众多国内外优秀诗人参
与其中，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
作品。十二背后不仅具有浓厚的
诗歌文化，也拥有美丽的自然风
光。在本次活动中，与会作家、学
者、诗人走进景区，亲近自然，以
诗为媒，以诗为桥，共同吟诵和品
味诗歌的优美旋律。

诗刊社首届“自然诗会”
暨第六届十二背后诗歌节在绥阳举行

短评

朝阳，作为一地之名，历史
文化厚重，红色根基深厚。以党
的早期革命骨干韩麟符为代表
的共产党人，在这片土地上抛头
颅、洒热血，用牺牲奉献创造了
可歌可泣的业绩，书写了光辉灿
烂的篇章，历史会永远铭记。

朝阳，作为一词之用，象征
着希望和美好，带给人们蓬勃的
力量。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是党中央的战略安
排，也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的必由之路，前景如朝阳。

新征程上，千千万万个“朝
阳”如沐朝阳，充满必胜信心。
只要我们不忘来时路，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就一定
能用奋斗成就新传奇、创造新
辉煌。

（韩云波）

迎着朝阳推进乡村振兴

朝阳市上园镇金丝王大枣产业规模不
断扩大。 (图片由朝阳日报社提供)

朝阳市尚志纪念馆红色组雕。
（图片由朝阳日报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