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2018 年 03 月 09 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 凌秀芸

贵州省“三八”红旗手领跑

“中国女红军之路”路跑活动在习举行
本报讯 3 月 8 日，贵州省三八红
旗手领跑“中国女红军之路”
路跑活动
在习水土城隆重举行。省政协副主席
罗宁，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杨玲，省
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周培芝，
省妇
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陈月荣，省
妇联副主席肖勤，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统战部部长吴刚平，市政协副主席
陈晓灵，省体育局群体处处长朱宝林
等领导嘉宾，
习水县委副书记、县长陈
钊，县领导安家兴、苟明利、田莉、罗永
赋、刘绵定等出席活动。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
现场随处可

见拍照的人群，穿着红色活动服的选
手展现着巾帼风采，
选手们拿着手机，
对着镜头，
洋溢着春天的微笑，
留下这
难忘的一瞬间。来自遵义的杨女士是
第二次来习水土城，她说：
“习水土城
红色气息浓厚，
参加路跑活动，
走前辈
女英雄走过的路，
让我很骄傲。”
上午 10 点，在位于习水土城女红
军纪念馆的起跑线上，
来自省直机关、
企业、社会团体等战线的 1000 余名选
手摩肩接踵。随着开跑口令的发布，
选手们全力前进。她们洒下一路欢
笑，沐浴在春天阳光里，
展现着新时代

女性的风采。
据介绍，此次路跑活动由贵州省
三八红旗手、优秀女性代表领跑，
起点
为女红军纪念馆，途经四渡赤水纪念
馆、古镇西侧牌楼、古镇街道、女红军
街、古镇老街、赤水河谷旅游步道，到
达终点九龙驿站，
全程 7.8 公里。
路跑中，来自习水县女企业家商
会的选手王女士说：
“女红军纪念馆是
中国唯一一座以女红军为题材的纪念
馆，
作为习水人，
我感到非常自豪。我
们将沿着女红军的足迹走好新时代的
长征路！
”

活动结束后，部分精英选手来到
青杠坡参与祭红仪式，
并接受颁奖。
据了解，
此次活动由贵州省妇联、
贵州省体育局主办，
遵义市妇联、中共
习水县委、习水县人民政府承办，
中共
习水县委宣传部、中共习水县委统战
部、习水县红色文化旅游创新区、习水
县四渡赤水纪念馆、习水县文体广电
新闻出版局、习水县妇联、习水县土城
镇政府、贵州司坡驰体育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习水县红城公司执行。
█ 实习记者 徐正伟 █ 本报记
者 胡林林

习水举行“三八
维权周”暨安全
生产知识宣传
本报讯 3 月 5 日，习水“三八维权
周”暨安全生产知识宣传咨询活动在
西城区广场举行。
广场上，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
疾控预防中心医护人员正在为群众免
费进行基础检查。在法院和律师事务
所宣传点，不时有群众前来咨询法律
问题，工作人员一边向群众发放宣传
资 料 ，一 边 接 受 咨 询 ，为 群 众 答 疑
解惑。
据了解，
“ 三八维权周”暨安全生
产知识宣传咨询活动包含本次男女平
等基本国策以及《妇女权益保障法》、
《婚姻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
《劳动
法》、
《人口与计划生育法》、
《反家暴
法》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
旨在努力提高妇女的法律意识和维权
能力，广泛动员全县广大妇女同胞积
极参与安全知识宣传，助推平安家庭
创建，和谐习水建设工作。
县政府办、县委组织部、县法院、
县妇联、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县司法
局、县残联、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
有关单位参加本次活动。
■本报记者 胡林林

贵州省三八红旗手领跑
“中国女红军之路”
路跑活动起跑线上气氛热烈 徐正伟 / 摄

习水举行妇女节
“精准脱贫”知识
抢答赛
本报讯 为纪念第 108 个“三八”
国际妇女节，3 月 5 日，习水“精准脱
贫 ”知 识 抢 答 赛 在 县 总 工 会 五 楼 举
行。本次竞赛共有 18 名女选手参加。
党群系统、政府系统、农口系统、
卫生系统、财税系统、四渡赤水纪念馆
等 9 个参赛代表队汇聚一堂，围绕脱
贫攻坚知识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两不愁三保障指的是什么？”
“贫困户退出的程序有哪些？”
面对主持人的紧张提问，女选手
巾帼不让须眉，你追我赶，竞赛现场气
氛活跃，全体参赛者成竹在胸，精彩的
答题赢得台下阵阵掌声。在经过激烈
的必答题、抢答题和风险题等环节，卫
生系统代表队获得此次竞赛一等奖。
■本报记者 胡林林

（上接第一版）势，不断开创工作新
局面。
就如何抓好 2018 年全县组织、
宣传、统战和群团工作，向承强提出
三点要求。一是要牢固树立“四个
意识”，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县上下
特别是组织、宣传、统战和群团部
门，要把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这一
根本政治要求融入各项工作中，教
育引导干部群众，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
位；要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
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
到“五个必须”，坚决杜绝“七个有
之”；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
增强政治敏锐力和政治鉴别力，不
为各种错误观点和干扰所左右，做
到头脑清醒、政治坚定、旗帜鲜明。
二是始终把握“四个着力”，切实把
组织宣传统战和群团工作摆在更加
突出位置。全县组织、宣传、统战和
群团部门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履行政治
责任、强化政治担当，着力推动党建
工作迈向新台阶。组织工作要以
“强化系统建设，提升干部能力、完
善选人用人机制、全面夯实基层基
础、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为重点；宣
传工作要以“围绕落实责任抓宣传、
围绕营造氛围抓宣传、围绕创新媒
体抓宣传、围绕文明创建抓宣传、围
绕文化惠民抓宣传、围绕提升形象

选手在活动现场拍照留念 徐正伟 / 摄

本报讯 3 月 6 日下午，习水县
委组织、宣传、统战、群团工作会在
县行政中心召开。县委副书记、县
委政法委书记安家兴主持会议。县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苟
明利，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袁仁
端，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鰼部园
区党工委书记冯沛红出席会议，并
分别就 2018 年宣传、统战、组织、群
团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就 2018 年全县宣传工作，会议
要求，
要按照紧扣“一条主线”，
深入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省代表团的
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做大做强
理论和舆论“两论”工作；厚植厚培
文化繁荣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两
文 ”阵 地 ；建 好 管 好 用 好“ 一 个 空
间”，切实抓好网信事业；抓牢抓实
“一个根本”，全面加强党对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和宣传思想文化
战线党的建设。总体部署上要按照
着力“新思想领航、扶志工程创新、
精神文明培育、文化文艺繁荣、党的
建设强化”等七大行动开展工作。
要通过依托媒体力量、系统宣传推
动几件实事。通过媒体，让民众参
与城市精神提炼，推动习水城市精
神家喻户晓，将遵守习水城市精神
变成自己的自觉行为；
全方位、多角
度推广习水麻羊品牌，助推习水麻
羊走出习水，
促进农民增收；
借助第
四届中国红军节举办之机，大力弘
扬长征精神、四渡赤水精神，
助推脱
贫攻坚；组织四渡赤水艺术团开展
“七进”
活动，
提高艺术团的知名度，
影响力，为将其打造成全国业务艺
术团奠定基础；
通过网络宣传，
凝聚
共识，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营造良
好的氛围；
通过系统宣传，
推动习水
全面小康的创建。
就 2018 年全县统战工作，全县
统一战线系统要按照“大团结大联
合”主题，全力推进“大统战”改革，
脱贫攻坚、党外知识分子联谊，
非公
经济、港澳台侨及海外统战等工作，
绘制最大同心圆。要以“四个坚持，
四个不变”的要求设编定员专职统
战委员，建立健全统一战线组织机
构，确保 3 月底前全面完成；要建立
完善党外联谊交友制度，切实加强
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干部、民建支
委、党外人士的联谊交友，
倾心收集
听取意见建议，
促进民主协商进程；
要全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良好氛围，
构建“亲”
、
“清”
新型政
商关系，
提升三产服务，
推动非公有
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健康成长同时筹备开好社会力量
扶贫表彰大会，继续强化百企帮百
村，
推动好社会力量扶贫工作；
要搭
建更多交流联谊平台，继续加强同
海（境）外贵州商会、同乡会的习水
人士联谊活动，进一步做好港澳台
海外代表人士的联络服务工作；要
开展好习水统一战线百里示范长廊
创建大行动，将沿线 9 个区域高标
准打造成习水统一战线百里示范长
廊，积极争取承办全市第二季度统
战工作现场推进会；要强化党外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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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培养选拔任用，建立完
善与县委组织部联席会议
制度，理顺党外干部培养
选拔任用工作机制，切实
强化统战部门履行党外干
部培养、选拔、推荐主体责
任，切实加强党外代表人
士联谊交友工作。
就 2018 年 全 县 组 织
工 作，会 议 要 求，要 树 牢
“四个意识”，增强政治定
力。要突出抓好政治建
设，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持
续加强作风建设；要坚持
好干部标准，树立鲜明导
向。着力建设高素质专业
化干部队伍，坚持政治标
准与事业标准相结合、优
化结构与增强功能相结
合、教育培训与实践培育
相结合、严管约束与厚爱
激励相结合；要发挥组织
优势，凝聚攻坚力量。全
力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
坚，持续加强同步小康驻
村，
加强基层组织引领；
要
夯实基层基础，筑牢战斗
堡垒。推进基层党组织全
面进步，抓牢村级组织建
设，
抓实领域党建工作，
坚
持人才强县，围绕发展引
进人才、抢抓机遇引人才、
搭建平台用好人才、拓宽
渠道培育人才、优化环境
聚集人才；要弘扬优良作
风，
实践实干实效，
全面提
升组织工作质量。要注重
调查研究，
聚焦纪律规矩，
始终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为推动全县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和智力支持。
就 2018 年群团工作，
会议要求，
要把握方向，
凝
聚共识。要牢牢把握群团
工作的政治方向，坚决做
到“党 有 号 召、群 团 有 行
动”
，自觉服从和服务于全
县中心工作和发展大局。
要 服 务 大 局，主 动 作 为。
要围绕县委十三届三次全
会完成“三件大事”、打好“三大攻坚
战”
、取得“五大突破”
、加快建设“七个
习水”的战略部署，敢于发声亮剑、冲
锋陷阵；要积极引导，广泛动员，让县
委工作部署深入人心；要紧密贴近群
众，
切实维护权益，
创新开展工作。要
加强领导，
形成合力。全县各级党委、
党组要把正方向、引对道路，
关心培养
群团干部，为群团工作开展创造有利
条件；要强化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
力，
不断构建大群团工作新格局；
要加
强自身建设，深入群众、服务群众，心
系大局、助力发展，
展示群团干部的良
好形象。
常委工作部门分管负责人及县
委、县政府各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
各
乡镇（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人，副
书记或党建工作代管同志，
组织委员；
县属企事业单位和省市驻习机构主要
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罗利飞

路跑选手风采 徐正伟 / 摄

习水举行“巾帼林”植树活动
本报讯 3 月 8 日，习水“巾帼
林”植树活动在土城镇举行。市妇
联主席贺玲参加活动。
到达植树区后，
大家挥起铁锹、
锄头，
挖坑、扶苗、填土、踩实、浇水，
干得热火朝天，她们满怀豪情地种
下了一棵棵小树苗。虽然满头大

抓宣传”为重点；统战工作要以“做
好民主党派工作、做好党外干部培
养、做好经济统战工作、做好民族宗
教工作、做好统战改革工作”为重
点；群团工作要以“把握群团政治
性、搭好干群连心桥、当好发展引领
者、做好群众贴心人”为重点，不断
提高工作服务水平。三是切实抓好
“四项保障”，确保组织宣传统战和
群团工作在新的一年取得实效。组
织、宣传、统战和群团部门要时刻紧
盯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时刻思考
习水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时刻把工
作做到细致精致极致，切实增强工
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强化主
责主业、队伍建设、工作保障、督查
督导工作，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
断开创组织、宣传、统战和群团工作
新局面，为决胜脱贫攻坚、率先全面
小康，奋力开启习水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作出新的贡献。
会上，安家兴宣读了《中共习水
县委关于村级集体经济严重滞后的
乡镇（街道）党（工）委相关责任人进
行组织处理的通报》；会议还对滞后
的乡镇（街道）颁发了黄牌。
常委工作部门分管负责人及县
委、县政府各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
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
人，副书记或党建工作代管同志，组
织委员；县属企事业单位和省市驻
习机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本报记者 罗利飞

汗、尘土满身，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
累。她们用双手和汗水，种下了一片
绿色，
打造了一片“巾帼林”，
更让女同
胞们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妇女节。
市妇联、县妇联、妇联常委、土城
妇女代表参加植树活动。
■本报记者 胡林林

“带不走”的文化
——习水春节文艺演出精彩纷呈
3 月 2 日（农历正月十五），由贵
州省文化厅、贵州省广播电视台主
办的贵州省第三届“四路花灯闹元
宵”
电视直播晚会，
以习水土城为主
会场，闪耀全省。当天，7 万余人次
来到土城闹元宵，贵阳晚报客户端
直播当天活动，并收获 28.2 万人次
关注，
与此同时，
通过贵州四频道直
播，覆盖全省观众。这是继第二届
“四路花灯闹元宵”
北路花灯分会场
表演后，
习水县第二次为全省、全国
观众呈现的文艺精品。
习水县委书记向承强说，要大
力支持本土文化发展，打造“带不
走”
的文化活动。今年春节期间，
习
水县坚持节俭务实高效的原则，克
服各种困难，
启用原创节目、本土演
员、本土编导打造文艺精品，
为群众
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党的
关怀与问候带给大家。
当晚，
习水推出花灯歌舞《童趣
花灯》、
《习水花灯闹元宵》，情景表
演《难忘青杠坡》等节目，由老、中、
青、少数百名本土演员参演，
与来自
省花灯剧院及施秉、福泉、黔西的

东、南、西三路花灯演员同台献艺。
连线节目打糍粑、煮苕汤圆充满
了习水乡土风味；
原创花灯歌曲《习水
花灯闹元宵》、
《十面合围·攻坚拔寨》、
《欢迎朋友习水来》等在晚会上大放异
彩，歌曲糅合了传统花灯调和现代编
曲，
填入富有时代特色的唱词，
配合热
闹欢腾的舞蹈，深受好评。观众何意
达说：
“晚会上我最喜欢的就是《习水
花灯闹元宵》这首歌，歌词朗朗上口，
旋律欢快动听，
有成为习水新一代
‘神
曲’
的潜力。
”
百姓舞队、心语舞队、女人花舞队
三支业余团队在晚会中发挥着习水板
块演出“生力军”
作用。这三支队伍由
机关干部、普通群众、退休职工等组
成，组成人员来自商业、电力、保险等
行业，
她们热爱舞蹈，
勤于排练。其中
“女人花”舞蹈队成立于 2011 年，成员
20 余人，六年多来，在习水大大小小
的文艺演出中都能看到她们的身影。
通过晚会，习水涌现了一批年轻
编导，
他们参与了节目编导、现场执排
等工作。通过和省级团队的合作，习
水团队的统筹协调能力、艺术水准再
进一步。毕业于舞蹈专业的山西小伙

王超说：
“我以前从未接触过贵州花灯
这一艺术形式，
通过编导和演出工作，
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我们必
须要加以传承发扬。
”
春节期间，土城古镇活跃着四渡
赤水纪念馆艺术团成员的身影，风雨
桥上，
老街巷中，
他们和游客进行着红
歌互动。该艺术团成立于 2010 年，由
四渡赤水纪念馆的讲解员、后勤、保洁
等 80 余人组成。其中民乐队由 21 名
老人组成，他们在退休后成为纪念馆
的合同制员工，发挥特长、展现风采。
艺术团在工作之余进行排练，表演镌
刻着红色基因，情景表演唱《长征组
歌》、讲述女红军故事的《她们的名字》
等节目，让一批批观众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2018 年 1 月 2 日，该艺术团获
得由中宣部颁发的第七届“全国基层
文化院团先进集体”
称号。
“接地气、重传承”
，是习水文艺演
出的两大特征。春节期间，
习水县“红
色文艺轻骑兵”志愿小分队的足迹遍
布全县。在县委宣传部的统一部署
下，县文广新局、文联、文化馆等单位
组建队伍，队员们冒着严寒，来到二
里、坭坝等乡镇，
天为幕布、地为舞台，

为群众送上了 27 场文艺演出。四个
街道办事处、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单位，
在希望城水上舞台为市民们呈现了十
二场演出。脱贫攻坚快板、花灯歌舞、
红色歌曲，以及原创歌曲《贴心人》、
《迈上小康路》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
的感受，
小品《懒汉脱贫》来源实践，
鞭
辟入里。脱贫攻坚政策、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汇到演出中，为观众带来
了真、善、美的熏陶和享受。
干部驻村期间，春节送文化下乡
得到了县城群众文艺团队、
‘ 三区’人
才队伍和各个文艺协会的支持。隆
兴、大坡、同民等战区也自行组织了脱
贫攻坚文艺演出，
宣传相关政策，
为春
节增添了一份欢乐。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
长苟明利说，
新的一年，
我县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将围绕县委党建工作会提出
的“新思想领航、扶志工程创新、精神
文明培育、文化文艺繁荣、党的建设强
化”
等七大行动开展工作，
厚植厚培文
化繁荣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文”
阵
地，
打造“带不走”
的文化活动，
办好第
四届红军节，
习水文艺战线大有可为。
■本报记者 何潇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