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铅山讯 近日， 铅山县各学

校纷纷开展了以“ 文明祭扫”为

主题的宣传活动，倡导摒弃陈规

陋习，实行文明祭扫。

在铅山县陈家寨小学，同学

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上了一堂“ 清

明节文明祭扫”主题班会。 主题

班会上，老师向学生们讲解了森

林防火、殡葬改革的相关政策和

法规，倡导学生们自觉抵制封建

迷信活动和自觉推广文明 、环

保、 健康的绿色祭祀新理念，并

引导学生们认知传统、 继承传

统、弘扬传统，用敬献鲜花、植树

绿化、家庭追思等文明的祭祀方

式表达对逝者的思念，以及从小

树立文明科学的好习惯。 同时，

鼓励他们充当家庭宣传员，把移

风易俗教育向学生家庭全体成

员延伸，形成“ 教育一个孩子，带

动一个家庭， 影响整个社会”的

良好效应，树立绿色清明的新意

识，减少因祭祀引发的财产损失

和人身伤害。

此外， 不少学校还积极组织

学生制作关于清明节的黑板报，并

利用广播等形式，广泛宣传文明祭

扫的重要意义，同时强化中华传统

节日文化教育，让学生逐步了解清

明的文化习俗，从中感受到中华民

族文化的魅力与丰富内涵，增加学

生的文化知识。 （ 朱晋）

婺源讯 近日，网上的一段视

频引起社会热议，婺源县高速交

警把一段日常巡逻的视频发送

到抖音网络平台，几个小时之内

就有

3000

多万的点击播放量，

点赞数也是达到了

200

多万。

3

月

28

日凌晨

5

点

30

分

左右，在杭瑞高速景德镇往婺源

方向，正在值勤的高速交警拍摄

到这样的画面：一辆湖北籍大货

车在行车道上左右摇摆，巡逻民

警根据以往的经验判断，司机可

能在疲劳驾驶，他们立即拉响警

报，喊话提醒：“ 累了就进服务区

休息，不要疲劳驾驶，你家里人

还在等你回去啊！ ”迷迷糊糊的

货车司机听到后，及时修正了方

向，由此避免了一起可能发生的

交通事故。

这段视频在社交平台上浏

览量峰值达到每秒一万，当晚就

登上了热搜网第一。网友们除了

竖起大拇指点赞之外，更是掏心

窝的回复，有网友说：“ 为喊话的

人点赞”、“ 这一吼是生命之吼”，

还有网友认为：“ 一句‘ 你的家人

还在等你回去啊’， 我的眼泪差

点流出来了。 ”这位喊话的民警

则在网上写道：“ 我是在吼你吗？

我那是爱你啊！ ”网友们对高速

民警的暖心执法和人性化处理

赞不绝口。 （ 单长华）

文 明 祭 扫 铅 山 学 校 在 行 动

婺源交警的“生命之吼”获 200 多万网友点赞

养成良好个人卫生习惯 ，树立健康生活方式

送贷到田头

信 江 时 评

为 “ 下 ” 减 负 还 需 对 “ 上 ” 用 药

屈先香二十多年如一日，关心照顾邻村三个病重村民，她表示———

“ 会 一 直 尽 我 所 能 帮 助 他 们 ”

五石村突出发展产业打造幸福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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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紫阳镇西坑株木岭村是个偏僻的小山村。

村里有户人家，兄弟三人病重，

67

岁的大哥郑金德和

二弟郑炎保身高不足一米，被称为“ 袖珍兄弟”，两人

都是二十多岁时患上了间歇性腿脚疼痛病， 发作的

时间一次比一次长，疼痛的范围一次比一次大。 到了

许多医院检查，都没查出病因，没有可以对症的药，

他们的行动越来越不方便， 从房间走到厨房二十几

米路竟要挪移十来分钟。 大弟弟郑金友患有严重的

腰椎病，隔三差五发作起来腰弯得近乎与地面平行。

三兄弟都干不了重活， 只能勉强跪在地上栽菜和伏

在水埠上洗衣服，父母又双亡，没有亲人可以依靠，

生活相当困难。

1996

年，屈先香从宜春嫁到婺源 ，得知隔壁村

郑金德三兄弟的情况后，很是同情。 在家务农的屈

先香，每天都要去看望郑金德三兄弟 ，遇到体力活

抢着帮忙，插秧、割稻子、挑水、砍柴、劈柴……就像

是给自己干活一样卖力。 后来屈先香外出打工，每

次回来放下行李便去郑金德三兄弟家帮忙 。 几年

前，屈先香家在县城买了房子 ，但她仍坚持定时到

郑金德家 ，带其三兄弟到县城剃头 ，并给他们运去

喂鸡的玉米。 看到郑金德一家的困难，她的丈夫也

经常主动帮忙。

二十多年来， 屈先香体贴入微关心着郑金德三

兄弟。 他们的鞋码，她牢记在心，每到换季时，她便会

给他们买去新鞋子。 因为他们不能弯腰拔鞋，所以给

他们都买大一码的鞋子， 方便穿脱。 他们衣服的尺

码，她也牢记在心，买给他们的衣服从来没有不合身

的。 为了丰富郑金德三兄弟的精神生活，她还给他们

家送去一台彩电。 逢年过节，给他们家送去鱼肉和每

人三五百的现金。 只要接到到他们的求助电话，她和

丈夫就会及时去帮忙。

去年

10

月的一个深夜，她接到大哥郑金德的电

话，三兄弟病痛发作得特别厉害需要住院，屈先香夫

妻马上前去把他们送到医院， 并为他们办理住院手

续和垫付医疗费用。 三兄弟住院的两个多月期间，夫

妻两人在医院里轮流照顾他们。 郑金德充满感激之

情地说道：“ 屈先香是一个好人， 她把我们三兄弟当

亲人，照顾我们、帮助我们，我们非常感谢她。 但我们

没有办法回报她，希望她一生平安、幸福快乐。 ”

屈先香与郑金德三兄弟有缘，更是与爱心结缘。

她孝敬父母，与亲戚邻里和睦相处，在村里一直乐于

做公益， 是出了名的老好人。 她把儿子送到部队锻

炼，并一直鼓励儿子多做公益事业。 屈先香说：“ 我会

一直尽我所能地去帮助他们，看到他们过得舒心了，

我也很开心。 ”一位叫方冬爱的志愿者获悉屈先香的

事迹后很是感动：“ 能够默默无闻地做好事， 坚持二

十多年，真的不简单，值得大家学习。 ”

（ 单长华）

信州讯 日前， 笔者沿着干

净整洁的柏油村道，来到信州区

秦峰镇五石村，只见两边白墙黛

瓦错落有致、一派田园风光的生

态宜居之景映入眼帘。

金黄灿灿染三春，映日摇风

自散馨。大片油菜花已经开始慢

慢绽放，衬得远处鳞次栉比的白

墙黛瓦更有江南水乡韵味，加上

远处烟雾环绕的苍翠的青山，有

种人在画中游的朦胧诗意；田间

整齐坐落的白色现代农业大棚

里，荷兰辣椒、贝贝南瓜、小兰西

瓜等新兴品种蔬果在茁壮成长；

清澈的信江河边，新建的刘家滩

湿地公园传来一阵阵孩童的欢

声笑语……一个“ 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秀美乡

村已初步呈现。

在秀美乡村建设过程中，该

村突出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危旧

房改造、道路提升改造、弱电管线

下地、雨污水分流、污水处理、修

建居民文化休闲设施和环境综合

整治等， 五石村的人居环境得到

了质的提升。“ 我们现在就像住在

花园里一样，房子变美了，村里的

环境也变美了， 感觉生活在这里

特别幸福！”家住五石村河边的郑

小红感触很深， 过去河边杂草丛

生、垃圾随处可见，如今树木整齐

林立、草坪嫩绿清新，正如书中所

描绘的“ 小桥，流水，人家”的场

景，充满灵气和诗意。

该村把握重点， 发挥优势，

突出产业发展，通过引进博恩现

代农业， 投资

3500

万元发展现

代设施农业项目，打造五石村可

持续发展的生命之源。该项目占

地

252

亩， 规划建设

45

个冬暖

式蔬菜保温拱棚，

2

个冬季育苗

温室和农资仓库、蔬菜仓库等附

属设施， 具有现代农业观光体

验、 生态采摘休闲游等产业功

能。 项目副总经理王铁军介绍：

“ 大棚里的荷兰辣椒预计每亩产

量能达到

1.5

万斤到

2

万斤，我

们已经陆续收到一些超市的订

单，其他作物产量也十分乐观。”

据了解，该项目惠及

233

户贫困

户

698

名贫困人口，确保村集体

经济每年可获得

5

万元收入和

每户贫困户每年可获得

500

元

的产业分红。 （ 王欣）

3

月

27

日 ， 中国农业银行万

年县支行春耕服务小分队队员把

贷款送到梓埠镇种粮大户手中。

时下正是春耕时节， 为切实帮

助农民解决春耕生产资金短缺难

题，该银行出台了多种服务新举措，

派出春耕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地

头，为春耕生产提供资金支持，助力

农业发展。

胡钱伟 赵德稳 摄影报道

近日，“减负”成了基层干部朋友圈中争相讨论的

“高频词”。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解决形式主

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如一场及时雨，让饱

受文山会海、迎评迎检之苦的基层干部充满期待。

好政策要落实好，“对症下药”是关键。 基层减负，

贵在源头治理，为“下”减负还需对“上”用药。

要对上级部门的“疲软症”用药，减掉那些“甩锅

子”“摆架子”却“没肩膀”的领导干部。 有的领导干部

缺乏担当意识和本领，把下级当“随从”使唤，芝麻大

点事都要求基层统数据、写材料、作汇报，“开口要闭

口到”让基层苦不堪言。 为基层减负，刹住这股“往下

甩责”等歪风，必须提升考核评价工作的科学性，用实

绩而非材料厚薄来评判干部能力，以百姓口碑而非纸

面上的分数来评价干部优劣， 让那些真正敢于担当、

勇于作为的干部担任要职，使真抓实干、实事求是蔚

然成风。

要对上级部门的“话痨症”用药 ，减掉那些只能

“见长度”“见重复”却“没实质”的会议讲话。坚持不开

那些不解决问题的会、不发不解决问题的文件，让更

多的基层干部把时间从开会中腾出来，用在走“百家

门”、知“百家情”上；让更多的基层干部把心力从写材

料上腾出来，用到为大局发展想方案、出点子上；让基

层干部从求大、求全、求特的工作思维中解放出来，落

到具体思路、具体举措、具体节点、具体责任人上。 通

过文风会风的改善，提升工作部署推进的效率。

要对上面的“官僚症”用药，减掉那些为了“找感

觉”“找事做”却“没内容”的检查督导。 “抓进度”不是

“抓材料”，“搞督查”不是“搞轰炸”。 上级部门要加强

检查督导的总量控制和计划管理， 可以通过月报、网

站、公众号了解的工作就不要安排督导，可以借助电

话、邮件等通讯工具掌握情况的事项就不强行索要报

告台账， 既发挥好督导检查在推动落实上的重要作

用，又使基层干部能够把精力用到为人民服务的“刀

刃”上。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 ”在落实中央为基层干

部减负的决策部署上，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瞄准“病

灶”，勇于向自己“开刀”，切实做到真减负、减真负。

（ 普陀草）

3

月

30

日，横峰县利用废弃煤矿铁路

改建的铺矿火车小镇迎来了一批批游客。

随着“呜……呜……”的声响，一辆满载游

客的老式绿皮蒸汽机火车从 “横峰站”出

发，经过“程家站”“泉湖塘站”到达“铺矿

站”，坐在火车上的游客可以沿途欣赏两旁

的美丽村庄与千亩金黄的油菜花海。

宋林峰 摄

开向春天的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