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肖才冬 版式 龚晓旭 责任校对 胡天林 2019 年 7 月 2 日 星期二 综合新闻6

□通讯员 黄开胜 肖辉龙

临桂区中庸镇穴田村曾因思想观念落
后，全村 747 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高达 74
户 286 人。脱贫攻坚战实施 3 年多来，在
村党总支部的带领下，穴田人从改变思想
观念入手，重拾尊师重学之风，大力发展
特色产业，于 2017 年整村成功脱贫摘帽，
至 2018 年底，贫困发生率降至 2 . 24% ，
成为临桂区乃至桂林市脱贫攻坚的样板
村。

农业知识受追捧

产业发展亮点多

2019 年 3 月，桂林农校的农技专家受
邀走进穴田村委，这趟下村培训让见多识
广的农校老师惊讶不已，在他们看来这不
过是普普通通的罗汉果、百香果、柑橘种
植技术培训，然而穴田村民却在一周培训
时间内场场把培训课堂挤得水泄不通。
“以前就是吃了没有农业技术的亏，现在
政府把农技专家请到村子里，学了两天的

百香果种植技术，我感觉收获不小。”贫
困户李运福种的 3 亩百香果长势良好，有
望在今年年底脱贫出列。 2016 年以来，穴
田村组织大大小小的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17
场，前来学习的农户达 900 多人次，浓厚
的学习氛围让穴田百姓不再守着良田发愁
没钱挣。

穴田贫困户和普通农户发展产业的意
愿起来了，如何提高产业发展的组织化程
度成为当务之急。党员种植能手李德余、
蔡冬胜勇挑重担，在村子里成立了农佳罗
汉果合作社和广源百香果合作社，通过统
一采购农资、种苗，统一收购销售，组织
种植户“抱团闯市场”。全村委目前种植
罗汉果 1500 亩、百香果 900 亩、金钱草
500 亩，以“两果一草”为龙头的特色种植
产业带动 38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均增收
4000 元，贫困户产业覆盖率达 100% 。

党旗高扬在脱贫攻坚最前沿

穴田村党总支部始终挺在脱贫攻坚
最前沿，把党旗高扬在脱贫攻坚阵地
上。

在产业发展的路上，泗林村支书李桥
送在穴田“两果一草”品牌产业的基础上
大胆先行先试，向贫困户及普通农户租地
50 亩成立了盛林蔬菜合作社，依托广西
农科院平台，发展香芋南瓜、香芋冬瓜种
植，同时吸收贫困户到合作社参与果蔬种
植、管护，助农增收。

党员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的先锋模
范作用令穴田党组织凝聚力、号召力、影
响力不断增强，目前村委有入党积极分子
5 人，培养成熟后，穴田党组织的队伍将
进一步充实扩大。

尊师重教 阻断贫困代际传播

教育精准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
最有效方式。在中庸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
穴田村委泗林村励志会奖励金日前新筹措
资金 17 .8 万元，这一针对本村大学新生的
奖励计划，由村民自愿筹措资金，对本村每
年考上大学的新生各奖励 3000 元资金。
2015年，贫困户家庭子女李媛、李林华分别
考取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和河南中原工学院，
经过国家“雨露计划”的资金支持和村励志
会 4 年来的跟踪帮扶，今年 7 月，这两位贫
困家庭大学生即将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家庭
境遇也将因此而改变。在泗林村励志会影响
下，穴田、厄口两自然村效仿创设了各自奖
励机构，穴田尊师重教重学的良好氛围成为
临桂区标杆，2016年以来穴田村委共 31人
考取大学，其中 6人为贫困户家庭子女。

“糍粑越打越黏，生活越过越甜。我
们要努力把穴田村打造成一个乡风文明和
家庭文明同步、村容村貌和家庭环境同
步、村民收入和村集体收入同步的美丽乡
村。”穴田党总支书记李衡佶坚定地说。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莫秀
娟）“真没想到，在家里就能跟社区的党员
们一样上党课，我太感动了。”今年是建党
98 周年，在苗圃路 14 号小区 3 单元， 83
岁的老党员宁秀英的家中格外热闹。

自 1984 年入党以来，宁秀英没有缺席
过一节党课。生活一向节俭的她，还常常自
掏腰包，买了许多相关书籍回来学习。今
年，宁秀英因病导致腿脚不便，无法参加社
区每月一次的党课学习。“ 35 年来，第一
次没办法参加党课学习，心里很不是滋
味。”得知宁秀英的心愿后，金竹社区党总
支第一时间来到宁秀英家中，为老人送学上

门。佩戴着红彤彤的党徽，宁秀英挺直了
腰板，仔细聆听社区党总支部书记和社区
第一书记带来的党课。

社区书记莫秀娟介绍到，为老党员
送学上门，是社区今年党建的重要内容
之一。金竹社区辖区内多为老式居民
区，老年党员人数较多。目前，党总支
下辖 7 个党支部，有党员 302 人。在
“七一”前夕，社区还特地邀请党校专
家前来为党员们授课，上到 80 多岁的老
党员，下到临产的年轻党员，几乎无人
缺席。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王亚
东)6 月 28 日晚 8 时，七星区朝阳乡举办
的“热烈庆祝建党 98 周年暨第十七届
‘朝阳杯’文艺汇演、第二届‘最美朝阳
人’颁奖典礼”在夜幕下火热开始。数十
个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轮番登场，
展现了新时代村民们的精神风貌。

悠扬的古筝、婀娜多姿的舞蹈、充满
节奏感的快板，赢得了在场观众一阵又一
阵的掌声和喝彩。“朝阳杯”文艺汇演从
2002 年举办首届以来，迄今已经成功举
办了 17 届，也成为了该乡村民“家门口
的文化盛事”。

除了打造这一文化品牌，从去年开
始，该乡还在文艺汇演的基础上，开展了
“最美朝阳人”评选比赛。这场历时一个
月的“选美”不拼身材，不看颜值，而是
考量选手的德行。第一届“选美”选出了
“最美人物”“最美乡村干部”“最美优

秀党员”“最美致富能手”“最美幸福家
庭”和“最美婆媳”，在全乡引发了巨大
反响。本届“选美”比赛中，选出了“最

美共产党员”“最美村干部”“最美致富
能手”等。

“ 90 后”青年李四有在第二届大赛

中喜获“最美共产党员”称号。几年前，
靠着家里几亩薄田，李四有的生活过得并
不宽裕。敢想敢干的李四有摸索着搞起了
创业。 2014 年，在李四有的牵头下，村
里成立了龙门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
的品种有提子、草莓、桑葚、甜瓜等。如
今，合作社的社员已经从最初的 12 人增
加到了 60 多人，草莓、甜瓜及各类生态
蔬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 200 多亩。
2018 年，合作社的产值达到了 250 多万
元。李四有也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最美
共产党员”。

朝阳乡负责人雷吉雄表示，朝阳乡
作为辖区唯一的乡，在“朝阳杯”文艺
汇演的文化品牌基础上，打造“最美”
系列评选活动，旨在在乡村树立先进典
型，提升乡村文明，弘扬正能量，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朝阳乡的乡风乡貌
也发生了大改变。

本报讯（通讯员张梁）“以前在广东打工，挣得钱来，家里
两个老人都没办法照顾，现在我可以在家门口上班，既挣到钱又
可以照顾家里了。”刚到灵川县大圩镇政府创建的扶贫车间应聘
的大圩镇建档立卡贫困户黄良妹说道。

大圩镇建档立卡贫困户一共有 1013 户 3410 人，目前未脱
贫的还有 316 户 862 人。为了进一步推进就业扶贫工作，拓宽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家门口就业渠道，大圩镇按照区、市、县关于
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重大决策部署，结合自身实际，依托
当地龙头企业创建扶贫车间，为部分贫困户创建了在家门口就能
实现就业的脱贫致富平台。

大圩镇政府高度重视扶贫车间的建设工作，依托现有龙头企
业建设扶贫车间，把扶贫车间创建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内容和促
进贫困人口稳定增收的重要举措。目前，该镇的第一个扶贫车间
成立，有 8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应聘，并接受 1 个月 2000 元工
资的保底培训，正式成为扶贫车间成员。据悉，该镇下一步拟再
建立 4 个扶贫车间，预计吸纳 50 名贫困户就业。

临桂穴田：脱贫攻坚样板村“板路”多

金竹社区：

一堂特殊的党课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李媛 欧小芳）记者从平乐县
阳安乡获悉，今年以来，该乡依托古端村委下登坡村廉政教育
馆，先后组织该乡党员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员 700 多人次接受廉
政学习教育，为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党员干部敲响“清廉”警钟，
有力推进了该乡“清廉”扶贫工作的开展。

下登坡村廉政教育馆自去年底建成对外开放以来，先后接
待市、县、乡、村四级党员干部参观学习 2300 多人次，成为平
乐党员干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和廉政教育学习活动的重要平台。
阳安乡党委以廉政教育馆为平台，经常组织该乡党员干部和驻村
工作队员接受廉政学习教育，教育基层干部在扶贫项目建设、民
政低保、危房改造等扶贫领域中自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平乐阳安加强廉政教育

推进“清廉”扶贫

大圩镇：创建扶贫车间

助推脱贫攻坚

不比颜值比德行

七星区朝阳乡为第二届“最美朝阳人”颁奖

▲“七一”前夕，秀峰区教育工委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党日系列活动，区教育系统 356 名党员教师集体
过“政治生日”，重温“入党初心”，牢记“当下使命”，每
一位党员都收到了一份“政治生日”贺卡。图为党员集体过
“政治生日”，大家庄严承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记者刘倩/文 通讯员秦杰/摄

▲全州县庙头镇扶贫工作队一行 20 多人日前来到位于湘江西岸绍水镇洛口村的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湘江战役大坪渡口重温入党誓词，用红军长征精神激励队员打
好脱贫攻坚战。大坪渡口是 1934 年 11 月 27 日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突破湘江的第一个
渡口。此次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增强了扶贫工作队员的党性意识和扶贫工作的责任
感、使命感。

通讯员何嗣平 摄

▲金竹社区党员干部们为老党员宁秀英送学上门。

记者韦莎妮娜 摄

张家镇为脱贫攻坚

党员示范户挂牌
本报讯（通讯员俸先玉）平乐县张家镇创新脱贫攻坚举措，

通过脱贫攻坚党员示范户模式激励各行业党员干部牢记使命，亮
明身份，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树典型立标杆。该镇通过党员推荐、支部评议和党委审核的
方式，在每个行政村推选 3 — 4 户党性观念强、带头致富能力
好的党员作为示范户，着重积累经验，选树先进典型，同时建立
7-9 名示范户后备力量，通过群众身边的人物、身边鲜活的事
例，激发党员和群众创业致富的热情，落实示范项目 42 个，带
动就业岗位 125 个，帮助 32 名贫困户掌握新种养技术。

亮身份践承诺。该镇结合“争当桂江先锋，争做合格党员”
活动，通过举行挂牌仪式，由镇党委统一制作“脱贫攻坚党员示
范户”标牌，切实增强示范户的荣誉感。在党员示范户中，老埠
村支部书记莫新兴组织创建大棚蘑菇种植专业合作社，莫新发创
建平乐县帮富吊瓜种销专业合作社，莫建明创建万胜果蔬种植合
作社，陶长林创建占地 40 亩的家庭农场，李少生创建上帝岩果
蔬专业合作社。各示范户带动就业岗位 125 个，带动就业贫困
户增收 4000 元以上，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强引领促辐射。建立党员示范户与贫困户结成“穷对子”，
全镇 14 个村（社区） 42 名示范户结对帮扶贫困户 82 户，间接
辐射带动农户 523 户，增加就业岗位 125 个，提供市场信息
221 条，新增茨菇种植面积达 200 多亩，新增有机肥种植面积
300 多亩，全镇先后有贫困群众 1494 户 5271 人脱贫摘帽。

决 胜 脱 贫 攻 坚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桂医附院举行庆祝

建党 98 周年活动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刘燕 支荣）日前，桂林医学

院附属医院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8 周年暨争先创优表彰大
会，并举办了庆“七一”文艺演出。

在活动中，桂医附院的党员干部共同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建党
98 年来的光辉历史和伟大成就，以及在党的领导下，医院建院
61 年来的不平凡发展历程。桂医附院党委主要负责人表示，近
一年来，医院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实施“党建+”工程，在医疗、
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中涌现出一批先进党组织和优秀党员。今
后，医院全体党员干部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切实加强
党对医院的领导，推动医院党建工作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会议还对荣获 2018 — 2019 年度医院先进基层党组织、优
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的集体和个人颁发荣誉证书，并
举行了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在七星区朝
阳乡举办的第十七
届“朝阳杯”文艺
汇演暨第二届“最
美朝阳人”颁奖典
礼上，村民自编自
导自演文艺节目，
展现新时代村民新
风貌。

记者韦莎妮娜 摄

桂林红色旅游导游员

（讲解员）技能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刘倩） 7 月 1 日， 2019 年桂林红色旅游导游

员（讲解员）技能培训班在广西师大王城校区国学堂开班， 100
名基层讲解员参加了培训。据介绍，参加此次培训班的导游员
和讲解员将成为我市乃至自治区弘扬红色文化的主力军。

近年来，我市以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为依托，深入挖掘红
色文化内涵，推进红色文化与全域旅游品牌创建，推动红色旅
游与绿色旅游深度融合，极大地丰富了桂林全域旅游产品供
给，为人民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指引。举办此次培训班的目的就
是为了更好地宣传、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追思革命先
烈，传承革命精神，弘扬红色文化，让红色基因传到千家万
户。培训班为期四天，除了专家授课、导游现场观摩示范讲
解、分组交流研讨内容外，培训班的学员还将进行讲解竞技比
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