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省第十一届运动会

本报讯 （记者 何骥淯）8月 4
日，省十一运会竞技体育组赛程持续
进行，当日，我市代表队共获得9金6
银4铜。

我市选手付达欣、卢冰玲在 3日
获得女子甲组赛艇 2000米双人双桨
金牌后，当日上午继续参与到女子甲
组赛艇 1000米双人双桨的金牌争夺
中。比赛开始后，两人配合默契、奋勇
争先，最终以3分33秒的成绩再次夺
金，我市选手杜灿、余冰冰获第二名。

在男子乙组赛艇 1000米双人双

桨项目比赛中，我市两组队员进入决
赛。经过角逐，张鑫、张喜维获得金
牌，刘豪杰、李金洪获得银牌；我市选
手黎红静、向涵琳在女子乙组赛艇
1000米双人双桨决赛中，为遵义代表
队再添一银；皮划艇静水男子甲组
1000米双人划艇决赛中，我市选手陈
爽、张议武获得铜牌。

下午水上项目比赛中，我市选手
越战越勇，郑洋获男子甲组测功仪
2000米竞速赛金牌，付达欣、卢冰玲、
杜灿包揽女子甲组测功仪 2000米竞

速赛金、银、铜牌；男子乙组测功仪
2000米竞速赛，张喜维为我市再添一
金。

在凉都体育中心摔跤赛场，女子
组别各公斤级选手继续向金牌发起
冲击。我市选手杨承景在女子甲组
50公斤级决赛中战胜对手，将该组别

金牌收入囊中；冯春梅、任慧琳分别
摘得女子甲组+65公斤级金牌和银
牌；女子甲组 57公斤级，我市选手文
周敏夺金；田茂沥获女子乙组+57公
斤级铜牌。

举重项目，当日我市获 1 金 1
银 1铜。

省十一运会竞技体育组赛事继续举行

我市代表队再获9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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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七夕

本报讯 （记者 俞晖）8月 4日，由
遵义市红十字会、中共遵义市直属机关工
作委员会、遵义市应急管理局、遵义市卫
生健康局、遵义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共同
主办的遵义市 2022年市直机关干部职工
红十字救护员培训拉开帷幕。据了解，
今年我市将在市直机关培训 1000名救护
员，着力提升干部职工自救互救能力和
参与突发事件的处置水平，助力健康遵
义建设。

当天的首期培训班上，遵义市红十字
会应急救护师为大家讲解了心肺复苏术、
创伤救护、气道异物梗阻、意外伤害、常见
急症等急救技能知识。培训采取理论教
学、实操演示和考试考核方式相结合的办
法进行。学员经考试考核合格后，颁发
《遵义市红十字救护员证》。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强工作力度，红
十字救护员不断增加。据统计，仅2019年
至2021年，我市就培训11459名红十字救
护员。今年，省红十字会对应急救护培训
工作的权限实行下放，我市作为全省的试
点单位，更是全力推进应急救护培训工作
提质、增效、扩面，让更多的干部职工、志
愿者、青年学生、社区群众了解和掌握基
本的自救互救知识及现场初级急救知识
和技能。除了本次活动，遵义市红十字会
今年还组织全市红会系统围绕“红遵义·救
在身边”“红遵义·爱在传递”2+N品牌工
程，开展推广“携手急救·守护生命”每周
1小时应急救护技能知识线下普及宣传活
动，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今年以来，遵义市红十字会采用身边
人说身边事的方式，组织拍摄红十字应急
救护技能知识宣传片 5期，并在医疗卫生
场所、社区文化广场、旅游景区、宾馆等
地滚动播放；线下技能知识宣传普及达
到 90余万人次；培训红十字持证救护员
30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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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
在新老支书的带动下，短短几个月时间，村合作社就发展了

辣椒 50亩、茶叶 160亩，实行“合作社+农户”利益联结来分红，既
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又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发展特色产业，村集体经济逐渐“壮”起来；盘活闲置资产，激
发集体经济发展新动能。在简凤雏的建议下，村里将闲置的茶叶
加工厂和生猪养殖场出租经营，仅此一项，每年可为村集体创收
10万元以上。

“别看年纪大了，但我还想为群众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简凤
雏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笑容。

“我们要学习老支书的实干精神，为乡亲们多干实事好事。”
李旭波说。

在双河村，新老支书携手前行的佳话，还将继续……
记者微评：
村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村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
在双河村采访中，记者欣喜地看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60后”老支书孜孜不倦，焕发新活力，在乡村
振兴中持续发挥余热；“90后”新支书青春洋溢、朝气蓬勃，务实肯
干、锐意进取。两任支书接力前行、接续奋斗、矢志兴村，传递着同
一种理念：时代在变，实现乡村振兴、带领村民致富的目标不会变。

双河村：新老支书“接力”传佳话

本报讯 （记者 胡丹 实习
生 幸诗淇）8月 3日上午，市义工
联合会会长卓先顺带领志愿者们来
到遵义会议会址、子尹路等地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

在遵义会议会址前，穿着红色
志愿服的大三学生张国磊正在协助
游客扫码登记。“过马路时请走斑马

线。”退休后加入市义工联合会的文
萍则在斑马线前引导市民和游客过
马路。

59岁的文良娴退休后加入志愿
者服务队伍，经常在遵义会议会址
等地为市民、游客提供服务。“看到
大家为我们点赞，我特别有成就
感。”文良娴说。

“有时候我们一天就要服务3万
余名游客。我们希望通过引导市民
有序过斑马线、协助游客扫码等方
式，将文明理念深入大家心中。”卓
先顺说。

“义工是我们遵义的一道风
景！”家住汇川区的陈钰说自己很敬
佩他们，所以当社区成立志愿服务

队时，她积极报名参加，并倡导大家
养成文明习惯。

截至目前，市义工联合会参加
志愿服务的人员有 4万余人。“我们
通过开展志愿服务，激发市民参与
热情，不断提升市民的幸福指数。”
卓先顺说。

市义工联合会积极开展志愿服务

危难时刻显身手。遵义市公安
局红花岗分局特巡警大队辅警郑
兴、吴亮不顾安危跳入冰冷刺骨的
河水，勇救落水女子，用实际行动践
行着责任与担当。

今年 2月 21日 13时许，遵义市
公安局红花岗分局特巡警大队五中
队接群众报警，称红花岗区丁字口
添秀桥有一女子欲跳河轻生，郑兴、
吴亮和其他队员立即携带救援装备

前往救助。
赶到添秀桥时，女子已跳入河

中，眼看落水女子命悬一线，郑兴、
吴亮迅速穿好救生衣、系上安全绳，
跳进河中，奋力游向落水女子。

女子情绪激动，在水里不断挣
扎。郑兴、吴亮相互配合，找准时机
和救援方向，迅速靠近女子，将她头
部托起、身体抱住，向岸边游去。在
其他同事协助下，二人成功将落水

女子救上岸，并将其送到丁字口警
务站取暖，直到医务人员到来。

郑兴和吴亮表示，身为公安
辅警，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义不容辞。今年 6 月，郑兴、
吴亮二人荣获“见义勇为贵州好
人”称号。

（记者 石影）

危难时刻显身手
——记“见义勇为贵州好人”郑兴、吴亮

盛夏时节，正值金银花采收季，务川自治县石朝乡到处是一派
繁忙的景象，村民们忙着采花装包，计量称重。

这里曾因山高坡陡、石多谷深，交通不便，特别贫困。发展产
业，是摆脱贫困的根本之策。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随着农村公路

“村村通”“组组通”工程实施，交通的痛点得以解决后，如何顺势找
到适合石朝发展的产业，助力群众脱贫致富，成为当地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

2012年，通过外出“取经”拓思路，立足资源禀赋和生态优势，
石朝开出一剂“良方”：发展金银花产业，把其作为当地群众增收致
富的主要门路。

“金银花具有药食同源的特性，在医药、食品、化妆、保健等领域
应用广泛，市场空间大，是一项生态富民产业。”石朝乡副乡长佐世飞
告诉记者，石朝乡平均海拔在1200米，气候、土壤适宜金银花生长。

然而，发展金银花产业之初，石朝人并不相信石头缝里也能生
长的山间野花，竟能带领他们脱贫致富。面对村民的质疑，当地政
府召开群众会、院坝会，讲政策、谈发展，党员示范带头，通过“企
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方式打通产销对接，打消群众顾虑。

如今，经过十年的发展，石朝金银花产业蓬勃发展，实现了从
“干部组织动员干”到“群众自愿抢着干”的转变。截至2021年底，
全乡共发展金银花产业2.1万亩。

“李魁芝，190斤。”在石朝乡浪水村一收购点，随着一声吆喝
响起，李魁芝满脸掩不住笑容。

今年50多岁的李魁芝是浪水村村民。过去路不通，地里种点
东西不容易，卖出去更难。迫于无奈，丈夫外出务工，李魁芝在家
照顾孩子。

4年多前，李魁芝丈夫在一次务工中意外摔伤，导致半身瘫
痪。这些年，如果不是依托家里种的 20多亩金银花，丈夫治病哪
里有保障。

“190斤，按 5.5元一斤算，今天有 1000多元。”数着手里的钱，
李魁芝乐开了花。

绿水青山环绕，金银花开扑鼻。在黄绿相间的金银花基地里，
72岁的杨先权老人正忙着采摘金银花。

“金银花浑身都是宝，不仅可以卖花，还可以卖果、卖叶子。”杨
先权告诉记者，今年是他种金银花见效的第三年，也是丰产丰收的
一年。按5.5元一斤算，家里赚2万元不成问题。

绿水青山滋养了石朝金银花的好品质，深受市场欢迎。如今，
每到金银花采收季，石朝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收购商。他们将收
购车直接开进金银花基地，开进群众的家里。漫山遍野的金银花，
绿了山头，美了乡村，富了乡亲。

佐世飞说，下一步，石朝乡将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按
照“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扩大金银花种植
规模，引进加工企业，延长产业链条，做大做强品牌，推动金银花从
目前的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
篇大文章。 （记者 查静 徐飞 肖时雨）

金银花开香满园
——石朝乡金银花产业发展见闻

8月4日晚，由市委宣传部主办，汇川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汇川区委宣传部、汇川区
直属机关工委、汇川区总工会、共青团汇川
区委、汇川区妇联等单位联合承办的“鹊梦
千年·缘来是你——我们的节日·七夕”
主题活动举行。

此次活动旨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倡导积极、健康、文明的交友方式，引
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婚恋观。

（记者 吴凡 摄）

8月4日，“我们的节日·七夕”——“一
生所爱·浪漫七夕”经典名曲视听音乐会在
遵义大剧院奏响。活动由遵义大剧院、遵
义市文化馆主办，邀请中世爱乐交响乐团
莅临现场，为观众演奏了《太阳照常升起》

《从开始到现在》《罗密欧与朱丽叶》《月亮
河》《一生所爱》等10余首优美的乐曲，让
大家在精彩的视听盛宴中感受传统节日的
浪漫氛围。

（记者 向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