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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产业利益共享机制

湖坊镇为贫困户持续增收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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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播 健 康 文 化 理 念 ， 引 领 健 康 生 活 潮 流

信 江 时 评

让 “ 城 市 绿 道 ” 不 断 延 伸

文 化 礼 堂 “ 活 ” 起 来

上饶县清水乡墩底村文化礼堂始

建于

1980

年，占地

600

余平方米。

38

年弹指一挥间，曾经的礼堂早已破旧。

2017

初， 县委宣传部扶贫工作队驻村

后，就把修复礼堂、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经过多方筹资，历

时

8

个月，投入

50

余万元的墩底礼堂

修葺一新。 新礼堂建有墩底戏苑和墩

底村史馆， 村史馆以展示本村历史发

展和自然人文风光为主， 墩底戏苑则

是村民们自己的讲坛和舞台。“ 扛起锄

头去种地，放下锄头就唱歌”，每天傍

晚， 村民们就三三两两聚在这里，唱

歌、跳舞、看书、阅报，礼堂重新又成为

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如何让文化礼堂真正“ 活”起来？

进一步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和乡村文化

振兴，墩底村进行了自己的摸索。

“ 没有酷炫的舞台，没有专业的演

员，但是一个普通的草根舞台，却能营

造热闹的现场气氛， 凝聚起乡情与亲

情。 ”驻村第一书记彭联军说。 今年农

历正月初二晚， 墩底文化礼堂上演了

村里有史以来的首场“ 春晚”。“ 这是我

这辈子经历过的最热闹的一天。”

67

岁

的村民谢良牛说，演员都是同村人，节

目反映的都是我们自己的生活， 这样

的晚会接地气，好看。 在每一次晚会的

节目选择上，该村侧重提倡勤劳致富、

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的内容，把发生在

村民身边的动人励志故事搬上舞台，

用歌唱、舞蹈、小品、情景剧等形式，传

递向上向善、崇廉尚德的价值导向，激

发群众脱贫奔小康的内生动力。 同时，

积极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 让专业型

群众和爱好型群众入驻文化礼堂，成

为文化礼堂的耕耘者和志愿者。 村民

郑忠波是一名退伍军人， 也是一名文

艺爱好者。 几次活动下来，无论是晚会

主持、 还是组织策划， 他都能大显身

手，引领带动村民积极参与。 该村不断

扩大村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通过“ 脱

贫致富明星”、“ 墩底最美好人”系列评

选活动， 引导帮助村民认识什么是美

好生活，如何过上美好生活，让崇德向

善、孝老爱亲、勤俭节约、健康生活的

文明新风落地生根。

如今，季季有主题、月月有安排、

周周有活动、天天都开门，墩底文化礼

堂不仅实现了敞开大门， 更走进了村

民的内心。“ 以前丧事喜事，大家一个

个比排场、 比气派， 现在我们是比孝

顺，比和谐，比喜事新办，丧事简办。 ”

村里成立志愿服务队，

20

多位村民踊

跃报名； 曾经是游手好闲的“ 浪子”

郑剑， 如今变成勤劳致富的油漆工；

村民小郑和母亲闹别扭多年， 在感恩

母亲节专场晚会上， 满含热泪地为母

亲洗脚……

（ 罗春英）

每天傍晚，墩底村文化礼堂就聚集着众多村民，唱歌、跳舞、看书、阅报，这里成为村里最热闹的地方———

铅山讯“ 目前 ，我们白芨

种植基地达到了

130

亩，去年，

入股的贫困户实现分红

565.7

元。今年，我们计划建立

300

亩

的育苗基地。 我有信心带动更

多的贫困户脱贫。 ”

3

月

25

日，

铅山县农园合作社理事长任琴

仙对来访的扶贫干部说。

近年来， 铅山县湖坊镇创

新产业利益联结机制， 按照产

业分红全覆盖、 稳定可持续的

原则，以光伏产业、生猪养殖、

水稻蔬菜种植、肉鸽养殖、白芨

种植、 资源再生加工等各式龙

头产业为依托， 利用有限的扶

贫项目资金， 带动了全镇产业

大发展，

2018

年， 该镇贫困户

实现人均产业分红

1300

余元。

该镇以扶贫资金入股，全镇

312

户贫困户成立三个贫困户

专业合作社：中李农产品种植专

业合作社、河东戴加林农产品种

植专业合作社、湖坊农林专业合

作社。贫困户所属专业合作社与

各产业基地签署入股协议。以劳

力入股，实行“ 差异化”“ 阶梯化”

分红分配模式，针对有劳动力的

贫困户， 实行劳力入股模式，劳

力入股分为

4

个档次，按照档次

从高到低依次享受应有分红，具

体分红金额以协议为准以土地

入股， 针对有土地的贫困户，实

行土地入股模式。按照土地规模

面积大小与产业规模大小，引导

扶持经营主体流转贫困户土地，

建设规模农业生产基地，帮助贫

困户获得稳定的生产性收入。

同时， 该镇以小额信贷资

金和产业直补资金为支持，积

极鼓励贫困户发展生产、 自力

更生。 扶持帮助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在扶贫产业的生产、加

工、 流通各环节就地就近劳动

务工，获得稳定的工资性收入。

获得扶贫资金项目支持的经营

主体， 必须优先招收贫困户劳

动务工。

（ 陈万民 王 璐）

广丰讯 日前 ， 广丰泉波

镇充分利用山坡地多的自然

环境条件 ， 在区工商银行大

力支持下筹集资金

5

万元 ，

购买油茶树苗

31000

株 ， 免

费发放给吟阳 、 王家坞等村

80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 ，

共新栽种油茶树

280

多亩。

泉波镇和吟阳村对口扶

贫单位广丰区工商银行紧密

配合 ， 通过向贫困户免费发

放油茶树苗 ， 既促进本地林

业经济的种植发展 ， 又增强

贫困户的 “ 造血 ” 功能 。 该

镇对油茶树苗栽种区域进行

合理规划 ， 下一步 ， 该镇还

将加强技术培训 ， 让贫困户

能进行科学管护 ， 确保栽一

棵活一棵 ， 尽早产生经济效

益 ， 进一步加快实现脱贫的

步伐。

（ 刘仁和 上官世河）

泉 波 镇

为贫困户免费发放油茶苗

绿道是心灵通道，连接了城市与田

园，融合了传统与现代。 城市绿道，不仅

是种草植树，更是用理念铺路。

城市的主体归根到底是人， 生产之

外，还有生活；建设之外，也需留白。在发

展中能看得见具体的人， 满足他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这是城市规划的进步。

如今，若在上海、武汉街头停下脚，

当地人或许会告诉你：他们引以为傲的

地标，除了上海中心、黄鹤楼，还有黄浦

江两岸

45

公里贯通的绿道， 还有东湖

边的绿道，这让全国两会上的代表委员

点赞它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典范

之作”。

放眼其他地方， 南京的明城墙绿

道、环紫金山绿道，广州的黄埔绿道，成

都的天府绿道……绿道给城市提供了

一套慢行系统。 在树林掩映之中，步行

道 、跑道 、骑行道依次排开 ，如琴弦并

列，在高架、环线、地铁奏响的城市“快

旋律”外，写下一首舒缓的“副歌”。 快还

是慢？ 这是辩论了很久的生活话题，最

佳的答案，恐怕还是兼而有之。 即使在

陆家嘴上班的金融人士， 再争分夺秒，

也总有一刻愿意将时钟拨慢，走到楼下

滨江绿道散散心。 此时，绿道是添绿的

步道，也是吟啸徐行的载体，是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另一个“频道”。

城市绿道不断延伸，多少埋藏着人

们对田园城市的寄望。 从现代化的进程

看，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大趋势，但紧接

的问题便是：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2013

年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 ，

“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

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这一种最自然

不过的情感，抒发的是存于每个人心底

的生活理想。 南朝史学家吴均在《与朱

元思书》中曾感叹：“自富阳至桐庐一百

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 两年多前，

富阳江滨大道开通，这条“最美绿道”因

“望尽富春山水”引许多人徜徉其中。 此

处，绿道是心灵通道，连接了城市与田

园，融合了传统与现代。

让人心向往之的田园城市，总是以

绿色发展理念为支撑的。 杭州从

2003

年起在市区河道整治同时建设城市慢

行系统，历经

16

年努力，建成各类绿道

几千公里，形成了以西湖风景名胜区为

“绿芯”，钱塘江、运河绿地为“绿带”，河

流、道路沿线的绿地为“绿脉”，各级公

园绿地和绿化广场为“绿点”的城区绿

道系统。 多少年来，杭州人一直感念白

居易、苏轼两位太守，庆幸他们“前人栽

树”，留下“绿杨阴里白沙堤”。 可喜的

是，后人并没止于乘凉，绿色发展的理

念在这里发扬，丹青妙手，点染了多少

绿水青山。

理念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诸多案例

中不难看到， 绿道有了最先的

1

公里，

往往很快就有第

100

公里；而它的横向

扩散 ，又会变成 “绿芯 ”，变成 “海绵城

市”。 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绿道，不仅

是种草植树，更是用理念铺路，总有起

点，但没有终点。

在城市绿道的规划中，我们还能看

到一种分享的理念。 去年，在武汉江滩

和上海黄浦江边采访，当地干部无一例

外提到了：“还江岸、江滩于民”这句话。

一个“还”字意蕴深。 这是分享改革发展

成果在空间上的体现。 当码头、企业为

民生发展让步，经济指标为幸福指数让

路， 也意味着城市规划者逐渐意识到：

城市的主体归根到底是人， 生产之外，

还有生活；忙碌之外，还需休憩；建设之

外，也需留白。 在发展中能看得见具体

的人， 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

是城市规划的进步。

城市绿道不仅仅是一条路，它也是

城市规划的 “思路”， 思路一变天地更

宽；它也对接了现代城市人的“心路”，

让田园诗意可望可即；当然也预示着整

个国家的 “出路”， 绿色发展没有休止

符。 所以，这样的绿道，不妨长一些，再

长一些。 （ 何鼎鼎）

为强化化工企业特种

设备监管， 确保特种设备

安全运行，近日，万年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化

工企业的特种设备开展全

覆盖专项安全检查。 督促

使用单位严格落实安全主

体责任， 牢固树立安全生

产“红线”意识，提高风险

自辨自控、 隐患自查自改

能力， 切实维护化工企业

特种设备安全平稳运行。

郭国民 吴加雄 摄影报道

为特种设备“体检”

3

月

30

日，

2019

年 “体育惠

民

100

” 全省女子门球赛在位于

广丰区永丰街道的门球馆举行。

来自全省各地的

22

支女子门球

队参加了比赛， 充分展示了门球

运动的魅力与风采。

叶晔 冯剑 摄影报道

上饶市居民健康素养知识测试题

（1）

1.

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而且是什么的完好

状态？

(A)

A．

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

B．

身体强壮

C．

心态平衡

2.

成年人的正常体重指数的值是：

(B)

A．15-18.4 B．18.5-23.9 C．24-28 D．28

3.

《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每人每天油脂摄入量应

控制在多少？

(B)

A．15g B．25g C．35g D．45g

4.

《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每人每天应至少吃多少

蔬菜？

(D)

A．50-100

克

B．100-200

克

C．200-300

克

D．300-500

克

5.

《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每人每天盐摄入量应控

制在多少以下？

(A)

A ．6

克

B．8

克

C．10

克

D．12

克

6.

国内外的社会调查表明，在人类死亡原因中

50%

是

由什么引起？

(C)

A．

遗传因素

B．

社会因素

C．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D．

医疗条件

7.

运动贵在坚持 ，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周至少运动几

次？

(B)

A．1-3

次

B．3-5

次

C．5-7

次

8.

下列选项中含钙高且最易被人体吸收的食物是：

(A)

A．

牛奶

B．

橘子

C．

鸡蛋

D．

面包

9.

中国居民合理膳食建议男性每日摄入酒精不超

过：

(B)

A．15

克

B．25

克

C．20

克

D．30

克

10.

国家提倡无偿献血的健康公民年龄为：

(B)

A．18-50

岁

B．18-55

岁

C．18-60

岁

D．18-45

岁

我市建口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调度推进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徐芸 实习生

李文豪报道：

4

月

1

日下午，我

市建口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工作

调度推进会召开。 副市长李高

兴出席并讲话。

李高兴指出，当前，市委、

市政府正在全力推进创建国家

卫生城市， 建口各相关单位要

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把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创

国卫的全过程； 要拉高工作标

杆， 把绣花理念和精品意识融

入创国卫工作全过程； 要抓好

工作统筹， 把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 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和创

国卫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要加

强环境监管和市容市貌整治，

按照时间节点和工作目标抓好

落实； 要建立健全部门和区县

的联动机制， 形成城乡环境综

合整治、 城市功能与品质提升

和创国卫的强大合力， 使城市

更加干净整洁、井然有序。

会上 ， 城建口各单位分

别汇报了各自牵头工作推进

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