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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
颁授仪式明日隆重举行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
仪式将于 9 月 29 日上午 10 时在人
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将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
者分别授予“共和国勋章”
“ 友谊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并发表重
要讲话。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

对颁授仪式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
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
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
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
同步转播。
据新华社

我省千余名扶贫干部腾冲
“疗休养”
为了加强对脱贫攻坚一线干部的关爱激励，
把关心扶贫干部真正落到实处，
省委组织部、
省扶贫办、
省总工会共同举
办了云南省 2019 年度脱贫攻坚一线干部职工疗休养活动。昨日，
活动总结会在腾冲火山热海职工劳模疗休养基地召开。
来自已脱贫出列的 48 个县的 1193 名脱贫攻坚一线干部职工，共 21 批次被集中到风景秀美、
温润宜人的腾冲火山热
海职工劳模疗休养基地进行集中“疗休养”。据介绍，此次疗休养活动是云南省职工疗休养的一个创新和发展，在全国
工会系统尚属首次。

21 批次 1193 名扶贫干部参加疗休养
关心关爱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
基层扶贫干部职工，
是云南省委、
省政
府始终如一的方针。云南省委书记陈
豪、省长阮成发多次就此提出明确要
求，
各级各部门纷纷出台举措，
通过在
政治上关心、待遇上保障、工作上支
持、
纪律上严管，
充分激励广大干部职
工在脱贫攻坚一线安心、
安身、
安业。

为了贯彻落实好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要求，省委组织部、省扶贫办、省
总工会共同组织脱贫攻坚一线干部
职工疗休养活动，以此为载体，让脱
贫攻坚一线干部职工切实感受到党
和政府的巨大关怀，进一步增强荣誉
感、归属感和获得感。
据省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张

驰介绍，
在今年的脱贫攻坚一线干部职
工专项疗休养活动中，
已经组织了已脱
贫出列的48个县分管脱贫攻坚工作的
县委副书记、
副县长，
所辖乡镇的党委
书记、
乡镇长，
以及驻村第一书记、
驻村
工作队员共 21 批次 1193 人参加疗休
养。此外，
还组织了500余名脱贫攻坚
一线干部职工参加疗休养。

三分之二以上参疗同志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
参疗的同志，很多都来自深度贫
困县、
边境县、
“三区三州”
和少数民族
地区，他们都是奋战在脱贫攻坚最前
沿的干部职工的优秀代表。这些同志
长期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工作，任务艰
巨，
工作强度大、
责任大、
压力大，
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付出了超常努力、作出
了超常奉献。
基层一线脱贫攻坚干部职工，作

为脱贫攻坚的主力军，平时面对着复
杂的环境，
承担着繁重的工作，
很多干
部职工舍小家、为大家，废寝忘食，无
私奉献，
长期处于紧张的工作状态，
更
有一些干部身患疾病仍坚持工作，甚
至出现了累倒在工作岗位上的情况。
80 后“白发书记”李忠凯，更是
引发了人们对扶贫干部健康的关
注。据介绍，根据在疗休养中进行的

工作压力测试，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参
疗同志都处在压力中等至偏大的区
间，
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
在亚健康干预治疗方面，疗休养
基地根据不同体检情况进行有效干
预治疗，提供了拔水罐、脊柱调理等
20 多项治疗项目，根据参疗同志体
检的身体情况安排不同的中药温泉
改善身体状况，
建立了健康档案。

据介绍，本次脱贫攻坚一线干部
职工疗休养活动将持续三年，投入资
金预计达 2000 万元以上，全省 88 个
贫困县分管脱贫攻坚工作的县委、县
政府领导，所辖全部乡镇的党委书
记、乡镇长，以及各级派出的优秀驻
村工作队员代表全部纳入专项疗休

养范围。
同时，还在每年的职工疗休养活
动中安排名额，把更多的指标向脱贫
攻坚一线倾斜，预计整个活动的受益
人数将达到 6000 人以上。这样大规
模高投入地组织专项职工疗休养活
动，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开启了职工

疗休养工作的新模式。
据介绍，明后年我省还将把非贫
困县贫困乡镇的主要领导纳入到疗
休养参与范围中，不断提升疗休养活
动的质量和水平，让更多投身于脱贫
攻坚一线的干部职工感受到组织对
他们的关怀。
本报记者 夏体雷

为德昂族代言的
赵腊退

德宏州芒市三台山乡是全国唯一的德昂族
乡，被称为“酸茶之乡”。他们制作酸茶的手艺是
祖 祖 辈 辈 传 承 下 来 的 ，是 我 国 最 古 老 的 一 类
茶。过去，德昂族的酸茶工艺由于制作复杂，已
经近乎失传。
35 岁的赵腊退是德昂族酸茶传承人中的年
轻一辈，如今酸茶已经成为他们家增加收入的来
源之一。他介绍：
“老人们说，德昂族酸茶是最具
有代表性的德昂族文化产品，所以当时就去咨询
了一些老人，
然后就摸索着自己做。”
“原来只有我和杨腊三两个人做。现在，各
级党委政府也关心、宣传，知名度打开了，产生
了经济效益，很多群众也就跟着做。我们看着
有群众做，很是开心，也很高兴去教他们。”赵腊
退说。
他家所在的出冬瓜村老寨有 200 多年历史，
除了做酸茶，赵腊退还和村民们一起保护德昂族
的传统民居。
“我认为这是对传统民居的保护，它
会产生经济效益，所以我们动员村民保护传统民
居，
未来可以做客栈、农家乐、织锦等。
”
但一路并没有他想的那么平坦，为了保护好
德昂族民居，赵腊退哭过，也生气过。
“ 原来好几
家不理解、反对，有的是经常被我们动员保护的，
但后面他不支持，突然房子就拆了，我哭了好大
一会儿。”
赵腊退说。
虽遭遇挫折，但赵腊退对自己认定的事从不
言弃。他说：
“我们真心想帮助他，想带着他一起
致富，但是他不听，当时有些生气，但是回去晚上
睡了一觉，第二天还是会来做、来说。”
就在赵腊退迷茫的时候，国家实施了人口较
少民族聚居村建设、特困民族乡的扶贫开发等项
目。这让赵腊退喜出望外，
“我们非常感谢党、感
谢政府一直在关心支持，我们村的路、电、水，这
些基本上都是政府来解决，政府来出资。”
随着政府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帮扶力度增大，
在赵腊退的影响下，村里陆陆续续保护下了 10
多幢德昂族建筑风格的老房子，出冬瓜村成为了
远近闻名的民族风情旅游村。游客袁晓凤说：
“这样挺好的，这是一种对文化的传承，并且这种
文化带给你的感受远比你在博物馆看到的那些
冷冰冰的文物更有感染力。”
“寨子里有几家，以前小孩都在外打工。家
里现如今发展得好了，就回来做茶、开农家乐、开
客栈，我弟弟就是其中一个。”
赵腊退说。
喝过酸茶的人才知道，酸茶其实不酸，入口
回甘浓郁持久。酸茶其
实就像德昂族群众的生
活一样，历经千山万水，
越来越甜。通过国家近
3 年的脱贫帮扶，今年 6
月，三台山乡德昂族实
现了整族脱贫。
扫码可观看视频

3 年预计投入 2000 万元“康疗”资金

幸福
之路

金钱葵宣布：即日起提高老酒回收价格

金钱葵杨总经理

节日将至，为感谢新老客户的长期支
持，近日，金钱葵宣布：即日起提高名酒回
收价格，家里有各种年份酒的抓紧时间及
时变现哦！
俗话说“酒是越陈越香”，不少市民家
里保存陈年老酒，不仅是为了老酒带来的
独特醇厚口感，也是冲着名酒变现的价
值。昆明市民买卖老酒的首选——位于滇
池路的金钱葵酒业，本着“诚信经营，绝不

压价”
的回收宗旨，回收价格一直高于市场
20%。杨辉总经理待人厚道、出价高，也取
得了消费者的信任，
“ 一次交易，终生朋
友”，卓绝的眼力和高昂的回收价格，赢得
了不少回头客。
此番金钱葵宣布调高回收价格，刺激
着市场的神经。也许有些人会说，我再等
等，以后价格会更高，但其实，除了市场对
价格影响的因素，如果保存不好，反而有可

能影响到变现价格，比如茅台瓶盖的红胶
套是塑料件，时间久了会自然老化，容易发
生胶套开裂、甚至炸裂的现象，还有大家熟
知的
“跑酒”
等问题，都会影响到回收价格。
为方便市民，金钱葵提供上门服务，只
须一个电话，即可在家享受免费鉴定、免费
估价以及现金买卖、信息保密等服务。
回收价格涨了，家里有各类名酒的市
民还在犹豫什么呢？

本公司长期高价回收 1953 年到 2019 年的各种名酒、
冬虫夏草，
提供免费上门收购、
鉴定服务，
量大价更高。
销售茅台、
五粮液、
国窖 1573 等各种名酒，
郑重承诺保证正品！

广告

昆明一店：滇池路蓝山数码国际公寓 3 幢 9 号商铺(青少年活动中心斜对面) 乘坐 160、44、73、89、91、93、106、120、152、K25、Z13、A1、Z12 路到老年活动中心站
昆明二店：滇池路德宏酒店一楼大堂（省人大对面） 乘坐 44、73、89、91、93、106、120、152、160、A1、K25、Z12、Z13、Z72 路到金牛小区站
特别提醒：
我公司仅在蓝山数码、
德宏酒店、
福景路开设门店，
绝无其他分店，
敬请消费者区分
杨总 24 小时咨询服务电话：
13888 311919、13888 251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