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退伍不褪色，建功新时代。黔西南州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建以来，组织、引导退役
军人投身全州经济社会发展中，在各领域充分发挥退役军人的模范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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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一平台” 抓实法律援助工作基础
2019年12月18日，州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退役军

人法律援助工作站正式挂牌成立，同时投入1.76余
万元开通了法律援助远程咨询平台。该平台利用广
电网络大数据资源，与州法律援助中心终端连接，
充分利用法律援助中心的司法资源，对于有法律咨
询需求的服务对象，可实现适时向法律援助中心值
班律师提出法律咨询，及时得到值班律师专业的法
律解答。通过搭建这一平台，落实了法律援助的工
作基础，为退役军人及其他服务对象提供最及时、
最专业的法律咨询需求。

分“两步走” 提供“量身定制”法律服务
接访窗口对走访人的诉求进行登记后，通过分

析、研判诉求的性质、内容等，按照“来访分类办
理流程”，在征求来访人的意见后，第一步，对符合
启动法律咨询的来访内容，根据来访人的意愿，及
时启动法律援助远程咨询平台，在法律援助工作站
工作人员的组织下，来访人和法律援助中心律师

“面对面”对诉求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咨询解答，目
前州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法律援助站已为 5 人提供

“面对面”的咨询解答。第二步，通过法律咨询解
答，在来访人充分了解诉求的具体情况后，根据来
访人的申请，州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为其出具《关于
提请法律援助的函》，向州法律援助中心为来访人申

请法律援助，目前已为4名退役军人向黔西南州法
律援助中心出具了3份申请法律援助函。

达到“三信”效果 助推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通过法律咨询援助，达到服务对象信法。州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按照为服务对象提供法律援助的要
求，对符合法律咨询和援助服务的诉求，根据来访
者意愿，及时启动法律咨询和援助服务，在专业性
解答和公平正义的审判后，坚定了来访者的法律信
仰，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

通过提供法律援助，达到服务对象的信任。退
役军人事务部门做为退役军人的“娘家”，立足于

“服务员”的角色定位，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在退役
军人有法律援助服务需求时，力争最大程度提供法
律援助服务，不因退役军人涉法涉诉的诉求超出退

役军人事务部职权而将其拒之门外，而要尽可能地
提供帮助。在申请提供的法律援助案件中，有的援
助案件通过法律援助中心研判，及时启动行政执法
监督，通过对行政执法事项进行监督，让来访者相
信退役军人事务部切实在履职服务职责。

通过“司法”解决诉求，达到服务对象的信
服。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从
走访的大部分服务对象的诉求看，有相当一部分诉
求是经过了初访，又提起信访复查甚至是复核，有
的甚至已经信访终结了。在接访过程中，通过对走
访者诉求的分析、研判，对于符合条件的及时启动
法律援助服务，让走访者的诉求通过“司法”渠道
进行处理，不仅让走访者的诉求得到处理，达到案
结事了效果，还充分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作
用，最终让来访者因此信服。在提供申请法律援助
解决的诉求中，有的案件为其指派了法律援助律
师，在通过司法途径取得诉求的解决。

下一步，州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将按照《贵州省
退役军人法律援助服务示范点标准》要求，扎实开
展好示范点建设，适时在全州推广运用。同时，完
善法律援助服务机制，确保为退役军人提供及时、
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务，切实维护好退役军人合法权
益，助推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

脱贫攻坚勇担当
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引导和激励广大退役军人积极

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发挥退役军人不怕苦、 不怕
累，敢于直面困难的本色，通过积极参与脱贫攻坚，
积攒了工作经验，明晰了工作思路，塑造了中坚力量
的形象。

兴义市南盘江镇扶贫办工作人员胡尚海，2019年
主动请缨到歪染村担任驻村工作队长。他全身心投入
工作，不分白天黑夜入户走访，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他主
动放弃了春节和节假日，不辞辛劳持续工作至今。胡
尚海组织歪染村指挥所干部发现脱贫攻坚中存在短板
问题254条，解决问题254条，完成串户路硬化33公
里，带领群众种植油茶 1385.5 亩、芒果 200 余亩，惠
及600余户群众。

兴仁市鲤鱼村“兵支书”杨建平，心系群众、迎
难而上、苦干实干，在他和村支两委的共同努力下，
引进龙头企业金鲵公司开展金鲵养殖，采取“公司+
合作社+贫困户”模式，2016 年实现贫困村出列；
2017年实现116户贫困户脱贫，全村贫困发生率降至
1.3%以下；2018年全村通过国家第三方评估验收，彻
底摘下贫困的帽子。

社会治理齐助力
退役军人在部队受过教育，接受过军事素质锻

炼，回到地方后仍然有较强的纪律意识和社会责任
感。黔西南州在地方村支两委的作用发挥中，积极借
鉴安顺“兵支书”的经验，特别在力量薄弱地区，通
过村支两委积极做思想工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积极推选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参与村支两委成员
选举，作为候选人被选举到“兵支书”岗位上来。同
时，为了保证退役军人“村干部”的连续性，将优秀
的退役军人纳入村级后备力量培养，接受乡、村两级
培训，在村级阵地上实践锻炼，不仅能充实村级干部
队伍，还能使退役军人离队不离党，退伍不褪色，有
效增强退役军人的使命感、荣誉感、责任感。在激励
退役士兵参与到村 （社区） 事务管理的同时，“兵支
书”“兵主任”作为村 （社区） 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凸显退伍不褪志军人传统，扎实工作、为民服务，承
担着公益服务、应急救助、诉求受理、咨询宣传等工
作，是全州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

目前，我州基层村居两委中共有退役军人 831
人，退役军人在两委中占比达9.1%，他们分散在全州
各基层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82年入伍，2007年任兴义市坪东街道幸福社区

总支书记的佘锡海，任社区党总支书记以来，始终坚
持以大局为重，日常生活工作中尽力维护班子团结，
遇到事情都会征求每个支委成员以及群众代表的意见
和看法，对于社区内重大事项的决策、群众关心的重
大事情，坚持做到办事公正、处事公平，赢得了群众
的理解和支持。2019 年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成立后，
还兼任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致富带头敢拼闯
全州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围绕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

作，积极拓展工作思路，大力开展培训和创业服务工
作。引导退役军人团结互助，积极就业创业，在各个
岗位上争当先锋模范，做思想上的清醒人、政治上的
明白人、致富的带头人。目前，全州涌现出一大批退
役军人创办的企业。

兴义市登记在册的退役军人创办企业有 109 家，
他们在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扮演着开拓者，引路人
的角色，积极为当地脱贫致富奔小康作出积极贡献。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王秉跃，先后举办了“退役军人创
业培训班”“农民工创业培训班”“民族妇女手工刺绣
班”“农民种养技术培训班”“贵州退役军人创业示范
园地”等培训，带动100余名退伍军人就业创业，惠
及700余人。

茶业致富带头人李帮勇，与人合资，流转600多
亩荒坡土地种植茶叶，注册成立了兴义市后河梁子茶
叶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了当地人就近务工增加收入的

“绿色银行”。茶叶基地每年吸纳季节性务工 150 人，
带动 256 名村民种植茶叶 300 亩，为农户增收 150 万
元，有效助力当地村民脱贫致富。

疫情防控冲在前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面前，退役军人的先锋模范

作用彰显，哪里是疫情防控工作主阵地，哪里就有退
役军人的身影。面对疫情防控的使命召唤，充分发挥
全州县、乡、村三级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优势，广
大退役军人积极行动、踊跃参与，在疫情防控中发挥
重要作用，他们中有践行着若有战、召必回，不召也
要“回”军人使命的退役军人，有主动参与捐赠防疫
物资1521件，折合人民币8万余元的兴仁市1500余名
退役军人；有定向向鄂捐赠10000元的退役军人、老
党员张洪明；有主动请缨，向组织申请加入到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战斗中的兴义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工作人员
退役军人、共产党员史国刚等。“风正潮平，自当扬帆
破浪；任重道远，更须策马加鞭”。新部门理应展现新
形象，新时代更需新作为，我们坚信，退役军人事务
这棵树上，必将结出累累硕果！

一
时光倒回10年前。
普梯村坐落在黄泥河畔的半山腰上，

虽然山下的河从未断流，可260米垂直高
度且蜿蜒坎坷的山路，让村民们的取水之
路变得异常艰难。如果碰到干旱季节，村
民就要步行两三公里路，下山背水。

2009年，普梯村遭遇了一场大旱。武
警黔西南支队官兵开着水罐车运水到山
下，再肩背手提把一桶桶清水送到村里，
了解这一情况后，决定帮他们解决这个

“老大难”。
说干就干。2010 年 4 月，由支队牵

头，又在当地相关部门配合下，筹措92.6
万元的一期饮水工程正式开工。

经过3个多月奋战，顺利建成垂直高
度为295米的饮水提灌工程，解决了普梯
村 208 户 985 人的饮用水、1000 多头牲畜
饮水和近6000亩经果林的灌溉难题。

“这些年来，支队领导、官兵换了一
茬又一茬，但对我们的帮扶却从没间断
过。现在，村庄变美了，生活有盼头了，
村民的日子也越过越舒心了。”说起如今
的生活，田大香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

二
盛夏7月，普梯村6000余亩艳红桃迎

来丰收季，当地农民喜上心头。
“以前家里很穷，地里只能种苞谷和

稻子，一年下来只能挣几千块钱。现在我
们参与种植桃子，今年我家栽了16亩，卖
1.5 元左右 1 斤，现在已卖得 8000 多元
了，今年估计能卖1.3万元。”村民王统彪
感慨不已。

回想当年桃树种植的经历，普梯村党
支部书记郭成林感触很深。

2008年，郭成林将绿化桃项目引进村
里，“桃树栽在半山坡，道路不通，产品
销路也成问题……”眼看刚刚起步的桃林
产业就要夭折，郭成林有些束手无策。

“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支队党委得
知这一情况，立即邀请了农技专家论证村
里的气候、土壤特点，建议我们将种植品
种从绿化桃更换成艳红桃。”郭成林说，
支队还通过修缮通村公路、联系销售点、
搭建交易市场等举措，帮助他们解决了产
品销售问题。不久，艳红桃成为普梯村的
支柱产业。

早在2017年，该村的年人均收入便达
9670元，实现整村脱贫。如今，全村758
户中就有200余户种植艳红桃，年人均收

入在1.1万元左右。
三

从普梯村山坡往下走，一片塑料大棚
吸引了笔者的目光，棚内各色三角梅竞相
绽放。

原来，这是2018年引进的三角梅培育
基地，也是支队帮扶普梯村新一轮产业发
展的重点项目之一。

目前，基地里种植了 70 多亩共 20 多
个品种的三角梅，基地的建立，不仅可以
发展乡村旅游，也为普梯村30多名低保户
和贫困户解决了就业问题。

今年53岁的村民王尚飘正在三角梅种
植基地里为套种的魔芋除草、盖土。“合
作社里有活就喊我们来做，没活时就做自
己家的农活。已经做了 50 多天了，每天
80 元，算下来有 4000 元钱，这些收入对
帮补我们3口之家作用大了。”她说。

如何巩固提升来之不易的成效，让老
百姓持续增收不返贫？

“只有发展好产业，让群众有事做、
有收入，才能真正巩固脱贫成效。为此，
我们因地制宜布局了桃、李、三角梅、魔
芋、重楼等特色种植，较好地带动了老百
姓就业，也为下一步实现乡村振兴奠定了
基础。”武警黔西南支队政委杨雁冰说道。

目前，该村在原有6000余亩艳红桃种
植的基础上，实施了几百亩品种改良，让
老产业焕发新生机。同时，通过与村民们
共商，建设了“药王谷”中药材种植基
地，种植了40亩经济价值高的药材重楼做
示范；在 70 亩三角梅基地，套种了 50 亩
魔芋。随着各项产业的稳步发展，普梯村
由过去的“空壳村”变成了“实心村”。

据了解，支队自帮扶普梯村以来，争
取各类项目资金2000余万元，除了重点发
展农业产业，还先后为村新建陈列室、健
身休闲广场、垃圾处理站，协调安装590
盏太阳能路灯覆盖全村。

“支队不仅在资金上给予帮扶，还积
极为村子谋划发展思路。接下来，我们正
围绕现有的 1400 余棵金丝榔树、千亩梯
田、百年土墙房屋、茶马古道等自然资
源，制定旅游发展规划。如果村里的旅游
业发展起来，以后的生活会更加滋润
……”谈起普梯村的未来，郭成林滔滔不
绝，信心满怀。

夕阳西下，村民们还在充满希望的田
野里辛勤劳作着。好日子挂在枝头上，也
挂在农民幸福的笑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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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梯村的好日子
通讯员 杨 婧 黎峻男

面对使命的召唤
——州退役军人投身经济社会发展侧记

通讯员 陈 鹏

依托“一平台” 分“两步走” 达到“三信”效果
——州退役军人事务局法律援助工作侧记

通讯员 刘福贵 陈 鹏

“普梯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绿盎盎。武警官兵就是好，脱贫致富奔
小康……”8月初，笔者走进兴义市乌沙镇普梯村，在郁郁葱葱的金丝榔
古树下，看见一群身着布依族传统服饰的村民一边跳着广场舞，一边对
唱着山歌。

“没有武警官兵的真心帮助，就不会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普梯村村
委会副主任田大香说，只要提及武警官兵和普梯村民的故事，当地干部
群众满怀感激，总有说不完的话。

运用法律手段帮助解决退役军人在权益维
护、就业创业、涉法涉诉等方面遇到的法律问
题，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
作论述精神的重要内容，是推进退役军人事务
领域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是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的应有之
义。

双拥工作社会宣传

普安县退役军人和民兵救援人员向群众
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普安县双拥办供图）

为军校录取生黄磊送录取通知书

普梯村艳红桃丰收 黎峻男 摄

武警官兵与村民修路 黎峻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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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志愿者退役不褪色

（本版系资料图，除署名外均由
州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