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陈荣高主持并讲话

（上接第一版）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谆谆教诲。习近平

总书记对年轻一代的期许，更令王贵东难以忘怀。

如今，王贵东已是山东济南高新区实验中学的高

中生。 四年时间的积淀，让这段不一样的人生经历弥

足珍贵；四年成长路的锻造，令王贵东始终沿着有品

德、有知识、有责任的目标不断向前迈进。

阳光开朗、有活力、有主见，这是老师和同学们对

王贵东的评价。 高一新生军训时，王贵东成为军训标

兵，如今又被推选为班级的团支书。她说：“ 对我而言，

上好每一堂课，学好本领，都是在为日后承担更大的

责任积聚力量。 ”

“ 你们现在都是小树苗，品德的养成需要丰富的

营养、肥沃的土壤，这样才能茁壮成长。现在把自己的

品德培育得越好，将来人就能做得越好。 ”字字珠玑，

词词恳切，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成为指引孩子们前行

的指南针。

2016

年“ 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在给大

陈岛老垦荒队员的后代、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

12

名

小学生的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说：“ 希望你们向爷爷

奶奶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成长为

有知识、有品德、有作为的新一代建设者，准备着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

身为这

12

名小学生中的一员，椒江区实验二小学

生李杭骏从习爷爷的回信中找到了学习中克服困难的

勇气和信心。

“ 科学这门课曾经是我的弱项，但看到习爷爷的回

信后，我对自己打退堂鼓的想法感到很惭愧。 ”李杭骏告

诉记者，他开始把课本知识和日常生活结合，慢慢体会

到了钻研的乐趣，兴趣越来越高，成绩也越来越好。

一起写信的郭津妤已经由三年前的少先队员成

长为共青团员。她说：“ 习爷爷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

海里，激励着我努力学习，传承老垦荒队员们艰苦奋

斗的精神。 ”

“树立远大志向、培育美好心灵，让少年

儿童成长得更好”

在与少年儿童的交流中，“ 立志”是习近平总书记

经常提到的话题。

2014

年儿童节前夕， 总书记来到北京市海淀区

民族小学与孩子们座谈交流时说： “‘ 自古英雄出少

年。’ 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明天， 我们要教育引导

广大少年儿童树立远大志向、 培育美好心灵， 让少

年儿童成长得更好。”

当时还在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读书的米增昊，

如今已是北京市第二十中学的高一学生。 “ 我要牢

记总书记的教诲， 努力学习， 考上一所好大学， 把

自己的专业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 通过自己的努

力， 让生活更美好、 让国家更富强。” 米增昊立下自

己的铿锵誓言。

殷殷期许， 滋润心田， 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在

少年儿童的心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鼓励他们砥砺

前行。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

院，看望在这里入住的儿童，给予他们关怀和鼓励。

现在， 福利院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得到了

很大改善。 福利院通过让孩子们亲手制作编珠作品

送给爱心人士， 教会大家回馈社会， 通过举办“ 北

京感恩之旅” 等活动， 让孩子们认识祖国母亲。

6

年前， 四川雅安市芦山县龙门乡隆兴中心校在

芦山地震中遭受重创，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学校考察。

他希望同学们把这次灾难经历作为人生的一笔珍贵

财富， 发扬坚强勇敢和团结友爱精神， 像学校号召

的那样“ 感恩自奋强，铸就成才梦”，好好学习，健康成

长。

如今，学校书声琅琅，生机勃勃，在总书记的激励

下，找到了新的发展定位———以科技教学为中心。

“ 现在，学校建了科普种植园和新的实验大楼，我

们对科学的学习兴趣更浓厚了。 ”当年的小学生唐倩

如今已是初中生，她立志长大后当科学家，为探索世

界的奥秘作贡献。

“实现我们的梦想，靠我们这一代，更靠

下一代”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远大的志向和美好的理想

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转化为现实。

身为大陈岛老垦荒队员后代， 椒江区实验二小

学生孔舒娴将总书记回信中的教诲牢记在心， 并落

实在行动上。

三年来， 孔舒娴多次深入敬老院、 社区探望孤寡

老人， 来到公园、 街道打扫卫生， 参加爱心义卖、 公

益捐赠， 还两次到大陈岛了解垦荒史、 重走垦荒路、

聆听垦荒故事。 她给自己定下了全面发展的目标， 不

久前还被推荐为“ 椒江区新时代好少年”。

积跬步、 起累土。 广大少年儿童正开启人生的

奋斗航程， 肩负着接班人的使命， 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准备。

2018

年儿童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给陕西照金

北梁红军小学的学生回信中说： “ 希望你们多了解

中国革命、 建设、 改革的历史知识， 多向英雄模范

人物学习， 热爱党、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用实际

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目前， 照金北梁红军小学每周定期开展一次“ 红

色教育课堂”， 并且通过请老红军给学生讲解革命历

史， 组织师生到照金纪念馆参观学习， 诵读红色经

典、 传唱红色歌曲、 重走红军路等活动， 让孩子们了

解中国革命历史， 传承红色基因。

照金北梁红军小学三年级学生陈子涵因为喜欢

讲故事， 加入了学校的“ 红孩儿宣讲团”。 陈子涵

说： “ 我最喜欢薛家寨保卫战的故事。 讲故事让我

了解了很多革命英雄的事迹， 懂得现在美好生活来

之不易。”

青山环抱的照金北梁红军小学， 红色的教学楼

上， “ 托起明天的太阳” 七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 ，

催人奋进。

四年级学生王天娇说： “ 我们一定会铭记习爷

爷的教诲， 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好好学习， 做一

个有理想、 有担当的好少年， 长大后成为建设祖国

的栋梁之材。”

（ 记者王鹏、萧海川、王俊禄、梁爱平、赵琬微、董

小红、王靖）

（新华社北京

5

月

3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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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

位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把学

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

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努力取得最

好成效。要强化理论武装，深入开展革

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先进典型

教育和警示教育， 聚焦解决思想根子

问题，自觉对表对标，增强学习教育针

对性、实效性、感染力。 要教育引导广

大党员干部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搞清

楚问题是什么、症结在哪里，拿出破解

难题的实招、硬招。 要教育党员干部以

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广泛听取意

见，认真检视反思，把问题找实、把根源

挖深，明确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切实

把问题解决好。 要把“ 改”字贯穿始终，

立查立改、即知即改，能够当下改的，明

确时限和要求，按期整改到位；一时解

决不了的，要盯住不放，通过不断深化

认识、增强自觉，明确阶段目标，持续整

改。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有针对性地

列出需要整治的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治

理。专项整治情况要以适当方式向党员

干部群众进行通报，对专项整治中发现

的违纪违法问题，要严肃查处。

习近平强调， 这次主题教育在中

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 各级党

委（ 党组）要把主体责任扛起来，主要

领导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

党委（ 党组）成员要认真履行“ 一岗双

责”，对分管领域加强指导督促。 领导

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先学一步、 学深一

点，先改起来、改实一点，同时要担负

好领导指导责任， 抓好所属单位党组

织的主题教育。 各级党委（ 党组）要加

强督促指导。 中央指导组要进行巡回

指导， 加强对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开

展主题教育的督促指导。 省区市党委

和行业系统主管部门党组（ 党委）要派

出巡回指导组。要宣传正面典型，宣传

党员干部身边可信可学的先进人物，

推广一批可复制可普及的好经验。 要

深刻剖析反面典型，以案例明法纪、促

整改，发挥警示作用。

习近平指出，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

位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开展

主题教育同完成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

务结合起来，同做好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

工作结合起来， 同党中央部署正在做

的事结合起来， 使党员干部焕发出来

的热情转化为攻坚克难、 干事创业的

实际成果。 要力戒形式主义、 官僚主

义，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

观，真抓实干、转变作风。 主题教育本

身要注重实际效果，解决实质问题。

王沪宁在总结讲话中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开展主

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深刻阐明了主题教

育的目标要求和重点措施，对开展主题

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政治

性、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是开展“ 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根本指

针，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

献。 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自觉把

思想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上来，抓好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

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

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全国政协党员

副主席出席会议。

中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成员， 各省区市和副省

级城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有关

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

人民团体，中管金融企业、部分国有重

要骨干企业和高校， 军队有关单位负

责同志，“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央指导组各组组长、 副组长等参

加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

开，各省区市和副省级城市、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设分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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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徐芸报道：

5

月

31

日，

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会议

召开。 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陈荣高

主持并讲话。 副市长、 市公安局长邱

木兴部署我市落实中央扫黑除恶第

15

督导组督导江西省情况反馈意见整改

及下步推进工作。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黄武，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严宏

出席。

会议学习贯彻了全国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调研座谈会精神，审议了我市落

实中央扫黑除恶第

15

督导组督导江西

省情况反馈意见整改方案。

陈荣高指出，要以狠抓中央扫黑除

恶第

15

督导组反馈指出的问题整改为

契机，紧扣“ 深挖根治”阶段性要求，纵

深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他强调，要

全面提高政治站位， 全面把握整改任

务， 全面压实整改责任， 全面细化整

改措施， 全面把握整改标准， 全面推

进下步工作， 进一步抓紧抓实严厉打

击、 深挖幕后、 综合整治、 固本强基

等方面的工作，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攻坚战。

本报讯 记者徐芸报道 ：

5

月

31

日 ， 全市解决执行难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召开。 市委常委、 政法委

书记陈荣高主持并讲话 。 副市长 、

市公安局局长邱木兴， 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黄严宏出席。 市中级人民

法院院长黄武作综合治理执行难工

作报告。

陈荣高指出， 执行难是社会关

注度高，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近年来， 我市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

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与人民群众的

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

存在一定差距。 全市上下要以顺利

通过中科院对 “ 基本解决执行难 ”

问题开展的第三方评估为契机， 完

善一个格局， 融入一个平台， 用活

一个机制， 强化一套保障， 激发一

大动力， 压实一个责任， 全面推进

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

会上， 市公安局、 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上饶县委政法委、 铅山县

法院、 弋阳县法院等有关单位就综

合治理执行难工作作了交流发言。

全市解决执行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

陈荣高主持并讲话

本报讯 记者徐芸报道：

5

月

31

日，

市委政法委员会全体（ 扩大）会议召开。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陈荣高主持并讲

话。副市长、市公安局长邱木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院长黄武，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黄严宏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

江西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市领

导干部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了郭声琨同

志在政法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和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精神。

陈荣高指出，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 全市政法战线要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 ， 强化组织领导 ， 采取务实举措 ，

迅速掀起学习 、 领会 、 落实的热潮 。

他强调 ， 要学习好 ， 力求学深学透 ；

要领会好， 广泛宣传宣讲； 要落实好，

确保实绩实效。

会议还研究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和解决执行难等事项。

市委政法委员会全体（扩大 ）会议召开

陈荣高主持并讲话

几十头猪、 几十只鸡鸭、

六亩红芽芋、 三只羊、 一池

鱼……很难想像， 这是铅山

县湖坊镇安兰村残疾贫困户

丁金林一个人做的事情。

5

月

30

日一早， 笔者慕

名来到丁金林家时， 他正扛

起锄头准备去地里侍弄红芽

芋。 在地里劳作完的丁金林，

顾不上歇息， 又将饲料搬到

三轮车上， 然后往山里蹬去，

因为养在山里的鸡鸭猪羊还

等着他呢 。 经过一路颠簸 ，

我们来到了他的养殖场， 只

见散养在院子里的鸡鸭立马

都围了上来。 丁金林如数家

珍 ： 这些老花鸭养了两年 ，

土鸡也养了有些日子， 这头

小羊是前不久买来的。 进入

猪圈 ， 丁金林接上水管后 ，

又拿起扫把熟练地跳进猪圈

冲洗四周 。 “ 夏天快到了 ，

得给猪圈打扫勤快点， 早上

来冲洗一次， 傍晚还得再来

一次。” 看着一天天长大的小

猪， 丁金林眉开眼笑， 内心

欣喜流露于表。 下地、 喂食、

打扫、 割草等是丁金林每天

的日常， 很是辛苦， 但这个

汉子嘴角时常挂着微笑， 似

乎一点儿不觉得累。

穿着工作服、 高筒鞋的

丁金林， 干起活来动作娴熟、

麻利， 看着与常人无异。 如

果不是右小腿上装的义肢 ，

笔者很难想像眼前的男子是

失去右小腿的残疾人。

2009

年，

37

岁的丁金林

在离家不远的煤矿上班， 其

妻子在家中照料一儿一女 ，

日子过得简简单单， 和和美

美。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

夕祸福。 丁金林工作的时候

发生事故， 他醒来时发现自

己居然没了右小腿。 这次意

外彻底打乱了丁金林一家的

生活， 丧失劳动力的妻子只

能做些家务活， 儿子又马上

要读幼儿园， 还有才咿呀学

语的女儿。 家里没有了经济

收入， 怎么办？ 未来怎么办？

丁金林的心情跌落到谷底 ，

一度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看

着天真懵懂的一对儿女， 沉

闷了一段时间的丁金林， 决

定振作起来。

就在他重新拾起生活的

信心时 ， 生活又跟他开起

了玩笑 ： 事故赔偿款被人

骗走 ， 虽然在政府的帮助

下追回了一些损失 ， 但对

他而言又是一次沉重的打

击 。 然而 ， 接二连三的变

故 没 有 击 垮 丁 金 林 。

2013

年 ， 丁金林一家被纳入建

档立卡贫困户。 而他自己则

在县残联的帮助下安装上了

义肢， 起初大腿肌肉和假肢

不断摩擦， 干活时常会引起

剧烈疼痛 ， 令他十分难忍 ，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 才渐渐

适应， “ 现在干活时都穿三

双袜子 ， 这样更能吃上力 ，

才好做事。”

丁金林还在村委会的安

排下， 当上了村里的图书馆

管理员， 再加上各项帮扶措

施和产业分红， 丁金林一家

生活有了保障， 两个孩子上

学的费用也有了着落。 但丁

金林觉得自己还年轻， 还能

做很多事情。 在帮扶干部的

引导和帮助下， 丁金林申请

了小额贷款搞起了养殖业 ，

“ 我不能全靠政府帮助， 累是

累了点， 但生活更有盼头。”

靠着勤劳、 踏实、 肯干， 现

如今， 丁金林一家还住上了

小洋楼， 日子越过越好。

“ 只要勤快点 ， 动动脑

筋， 加上党的好政策和村两

委及扶贫干部的帮助， 脱贫

不是难事。” 说起脱贫致富的

话题， 丁金林一脸幸福的样

子。

（ 陈万民 曾鑫）

丁金林:

单脚 闯出 脱 贫路

包 粽 子

中国传统节日端

午节即将到来 ，

5

月

30

日上午，玉山县横

街镇横街社区举办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包粽

子比赛， 吸引了许多

居民前来参加。

胡明乾 纪慧萍

摄影报道

全 市 信 息 化 工 作 座 谈 会 召 开

本报讯 毛文浩 卢俊 记者蔡晓军

报道：

5

月

17

日至

24

日， 市创卫考

核办组织机关干部参加居民健康素养

知识水平测试。

此次测试采取“ 分批组织、 随机

抽考” 的方式进行， 分

A

、

B

、

C

三套

试卷， 抽测对象为上饶市辖

153

个市

直单位和驻饶单位机关干部， 测试内

容涉及健康素养基本知识、 健康生活

方式、 基本技能等方面， 前后共抽测

机关干部

700

余人 ， 优秀率达

97%

。

参加测试的机关干部纷纷表示， 此次

测试很有意义， 他们会将所学的健康

素养知识及时向家人、 同事、 朋友及

共建社区的居民宣传普及， 为我市创

国卫加油助力。

本报讯 记者万明 实习生徐佳一报

道：

5

月

31

日， 全市信息化座谈会召开，

总结回顾了去年全市信息化工作成果，听

取了各地主管部门包括企业及研究机构

今后对信息化工作，尤其是抢抓

5G

产业

发展布局的工作举措，对下一阶段工作进

行部署。

为继续领跑全省数字经济示范区，争

创国家数字经济示范区，争创全省

5G

建

设应用示范城市，我市将大力实施招大引

强、招才引智策略，招引培养一批适应上

饶产业发展的“ 数字工匠”。 同时，我市将

大力推进

5G

布局、加强顶层设计、破解

数据孤岛、推进平台建设、实施三大试点、

探索智慧城市建设，凸显上饶特色，不断

推进数字经济做大做强。

市直机关干部参 加健 康素 养知 识 测试

努力成为好孩子 奋勇争当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