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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 贫 攻 坚 一 线 的 排 头 兵

———记江西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吴昆仑

本报记者 贺 巍

劳模美 劳动美 工匠美

在 自 我 革 命 中 坚 守 初 心 使 命

信 江 时 评

“敢于直面问题、勇于修正错误是

我们党的显著特点和优势。 ” 在近日

《求是》杂志刊发的《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文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开展主

题教育的重大意义， 指出要教育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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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

是无勇也。 ”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必须有强烈

的自我革命精神。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 就是一部在自我革命中实现超

越和发展的奋斗史。 这个因革命而生

的政党，有着“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

历史之积秽， 新造民族之生命” 的气

魄， 也有着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

的清醒。 回顾

98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

列， 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

主心骨， 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保持自

我革命精神，敢于刀刃向内，不断革故

鼎新。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更加需要发扬自我革命精

神。 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党的初

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决

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 新形势

下，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我们党面

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依然复杂

严峻。 我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

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 要牢记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 对

共产党人来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就要保持革命者的政治本色， 以彻底

的自我革命精神猛药去疴、刮骨疗毒，

真刀真枪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植根于血

脉之中的最鲜明的政治品格， 是新时

代广大共产党人坚守初心的使命担

当。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

务、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

命， 对党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

要求。 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要常怀忧党之心、 为党之责、 强党之

志， 积极主动投身到这次主题教育中

来，在自我革命中坚守初心使命，更好

地肩负起新时代的使命任务。 （ 董璐）

余干县江埠乡党委委员、米湾村扶贫第一书记兼工

作站队长吴昆仑，在近一年驻村的日子里，没有双休日，

没有节假日，吃住都在村里，让该村成为全乡脱贫攻坚

一线的“ 排头兵”，同时积极整治村容村貌，让该村变得

更亮更美更净。米湾村全体贫困户和广大村民只要提起

吴昆仑， 都会伸出大拇指说： 村里来了个做实

事、做好事、会做事的好书记！

余干县江埠乡米湾村是 “ 十三五 ” 贫困

村， 属贫困过渡型村庄， 共辖米湾、 官家、 鲁

家、 柳家、 柘林刘家

5

个村小组， 有村民

774

户、 总人口

2890

人， 其中贫困人口有

66

户共

207

人。

1989

年出生的年青小伙吴昆仑来到该村

后， 首先想到的是产业脱贫。 他想方设法找项

目，起先是想在村里种笋竹，但因气候及土壤等

原因而放弃了，后又计划种植马家柚，但马家柚

适宜种植在山上， 村里主要为平地， 也无法实

施。 经过一番调研后，吴昆仑决定养野鸭。

米湾村位于信江河边上， 是鄱阳湖水鸟的

栖息地 ， 水域内鱼虾丰富 ， 野鸭放养环境优

越。 在吴昆仑的动员下， 村里

66

户贫困户全

部入股了野鸭养殖项目， 并于去年底开始出栏

销售。 吴昆仑还采用“

O2O

” 营销模式， 线上

线下同步销售， 形势一片良好， 近

4000

只野鸭短时间

内全部售罄。

今年

2

月

21

日， 村里每户贫困户分得

200

元的红利。 看着贫困户喜领分红时的笑脸， 吴

昆仑感到特别欣慰。 他激动地握起拳头， 声如

洪钟地跟贫困户说： “ 咱们今年继续养， 继续分红。”

不单是野鸭产业， 村里现有的菌菇产业发展势头

也非常好， 于去年

9

月首次给

54

位村民发放了户均

2500

元的分红款。 吴昆仑对村“ 两委” 干部说： “ 今

年， 我们要拓宽增收渠道， 实现产业发展多元化。” 吴

昆仑的目标是养殖

1

万只野鸭， 并计划尝试养殖天鹅

和大雁。

在村里， 村民们都把吴昆仑当自己的亲人。 在他

的带领下， 村里开展了村庄环境整治行动， 铺设了柘

林至圩堤沿线主干道排污管道， 完成了房屋改造提升

工程、 圩堤侧面护坡工程、 圩堤边护栏工程， 铺设了

散步人行道， 安装了路灯等， 村里还新建了村民活动

中心， 涵盖医务室、 阅览室、 活动室等， 村民们对扶

贫工作的满意度大大提升。 在村庄环境整治行动中，部

分不能再维修的老房子、老围墙要进行拆除，涉及的村

民们不理解。 吴昆仑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一坐就是几

个小时，口水说干了、嗓子说哑了，村民们被他的执着和

耐心所感动，从不支持转为开心接纳。 如今，米湾村，环

境更好了，出行更方便了，村民生活更美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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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街民生工程助力乡村振兴

玉山讯 步入玉山县横街镇周村

古街，映入眼帘的是两排整齐划一的

楼房， 赣派廊檐、 仿古门窗、 鹅卵

石路、 绿化盆栽……让人眼前一亮。

殊不知， 昔日的周村街可是泥泞坑

洼，雨天出行困难，是名副其实的“ 周

村坑”。

横街镇党委政府抓住乡村振兴

的大好时机，主动作为，投资

320

万

元对周村古街的商铺、民房进行了整

体改造，让周村古街焕然一新，不仅

重现古朴的商业风貌，干净整洁舒心

的人居环境更是得到群众的点赞。

7

月

9

日，尽管阴雨绵绵，位于周

村街中段的“ 老三理发店”生意依然

红火，前来理发、染发的人一个接一

个，忙得不可开交的“ 资深”理发师占

礼火得空坐下喝口水：“ 一上午理了

12

个头发， 因为环境好了过往人多，

生意好时一天能赚

300

多块钱。 ”在

周村街从事理发行业

56

年的他，见

证了古街改造的前前后后，也着实享

受到这项民生红利。 一开始，占礼火

也无法理解：挖路面、拆三房，政府到

底要把周村街人几百年居住的地方

整成什么样？ 其实，像老占这样想法

的村民还真不少。

为此， 周村古街村民理事会成

员———老党员、老干部、致富带头人、

德高望重村民开始挨家挨户做工作。

“ 项目开始施工时阻力还是蛮大的，

有借机挤占路面的，有担心质量问题

的……”理事会会长姜庆敏说，尤其

是涉及路面外延、要刷白住户成本较

高外立面瓷砖等。 在项目改造过程

中，村民理事会成员不分昼夜给群众

讲清政策释明道理，认真细致地做思

想工作， 慢慢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变

被动为主动，支持老街改造工程。

为有效维护周村古街良好的环

境风貌，近期，村民理事会正在征求

意见拟定村规民约。 希望通过村规民

约，倡导大家世代接力共同守护美好

的居住环境。

距离周村古街几百米远崭新的

桑田大道，也是该镇近两年重点打造

的民心工程。 千年茅楂会、农民运动

会、农民丰收节、就业招聘会连年在

这条双向四车道的新街上举办，横街

人民真真切切感受到这条新铺就的

康庄大道，一定会让他们的生活蒸蒸

日上。

横街镇党委政府始终把改善民

生作为重中之重，着力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的恒美横街， 不断增进群众福

祉。 下一步，该镇将继续朝着“ 创城西

工业强镇，建城郊休闲花园”奋斗目

标不断前行，让横街争当乡村振兴的

排头兵。

（ 胡明乾 邱深望）

“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

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流出一

首赞歌……”

7

月

9

日， 鄱阳县古

县渡镇古南中心学校的教室里， 不

时传出稚嫩清脆的童声。 原来是上

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大学生

志愿者正在该校给孩子们上课。

“ 哇

!

瓶子把鸡蛋给吞了耶！”

“ 老师太厉害了吧 ！” 自然科学老

师给小朋友讲解了大气压强 ， 并

通过实验让孩子们感受大气压强

的存在。

“ 老师看我， 我做了个小猪

!

”

“ 老师 ， 你看我这个做的像什么

啊？” “ 老师你可以帮帮我吗？” 捧

着刚做好的手工作品， 孩子们争先

恐后向老师展示 ， 脸上洋溢着自

豪， 非常活跃。

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响

应全市 “ 感党恩 、 听党话 、 跟党

走” 大学生主题文明实践活动， 暑

期开展大学生 “ 三下乡 ” 社会实

践。 本次共组织

60

名大学生志愿

者， 分成两队， 分赴鄱阳县古县渡

镇古南中心学校和油潡街镇麻下小

学支教， 开设了音乐、 自然、 美术

等特色课程。

“ 我宣誓， 我是中华民族的儿

女 ， 不忘耻辱 ， 坚决与毒魔作斗

争， 珍爱生命， 拒绝毒品……” 在

鄱阳县油潡街镇麻下小学， 一场禁

毒防艾课正在进行中， 孩子们跟着

支教的大学生志愿者老师一起宣

誓， 清脆响亮的声音久久萦绕在耳

边， 为人们敲响警钟。

“ 孩子们从一开始的羞涩胆怯

到后来的流利表达， 从一开始拿着

美术工具不知所措到现在可以创作

简单的美工作品……虽然时间很

短， 但聪明伶俐的孩子们很快就掌

握了学习， 让我们动力十足。” 来

自上饶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潘

安婷老师开心地说道。

上饶幼专的大学生志愿者们不

仅为学生们带来了优质的特色课

程， 还将开展巡河护河、 关爱留守

儿童、 普及安全教育等爱心活动，

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 为贫困地区

的孩子点燃求学热情， 开启成长的

希望。 （ 黄美茜 胡凤燕）

按照国家新闻出版署和江西省新闻出版局要求和 《 新闻记者

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我单位已对拟申领新闻记者证人员的资格

进行了严格审核， 现将名单予以公示。 公示期

2019

年

7

月

11

日———

7

月

17

日。

2019

年度拟申领新闻记者证名单：段云琴 丁钰成

公示举报电话为：

0791-88912728

。

上饶日报 2019 年度拟申领新闻记者证名单公示

特别的假日课堂

吴昆仑在贫困户家中走访

近日， 赣浙边界上千名

游客来到玉山县四股桥乡香

格里拉庄园参加第六届乡村

葡萄采摘节。 玉山县在通往

三清山风景区的旅游公路上

布局生态采摘园， 以旅游促

乡村振兴， 以生态采摘激活

旅游 ， 实现了农旅融合发

展。 图为游客们正在参加采

摘比赛。 吴德强 摄

“ 感谢党、感谢政府，真

是麻烦大家了！” 大雨瓢泼，

山洪暴发， 被困三个小时，

刚从山洪中逃离出来的鲁瑞

清紧紧握住铅山县英将乡党

委书记万霄剑的手连声道

谢 。 “ 太好了 ， 太好了 ！”

随即， 现场村民纷纷叫好。

7

月

9

日上午， 铅山县英将

乡茶坑源村上演了一幕感人

的画面。

时间回到当日

6

点

30

分， 茶坑源村民鲁瑞清发现

村组自来水被堵。 尽管大雨

磅礴， 但想到几十户村民的

用水， 鲁瑞清还是决定前往

村后山上的水源处察看。 返

回途中， 雨越下越大， 再次

降下的暴雨导致山洪暴发，

回家的路被洪水堵住， 他无

奈被困在河对岸。 看着眼前

汹涌的洪水， 鲁瑞清一时不

知所措。 情急之下， 他拨打

了村干部的电话求救。 “ 不

好了， 万书记， 我们村有人

被山洪困住！” 村干部第一

时间将险情汇报给英将乡党

委书记万霄剑 。 “ 先不要

慌， 告诉我具体位置。” 本

就担心雨情的万霄剑此刻正

在乡里就防汛工作进行会

商。 接到电话后， 他仔细询

问了具体情况。 随后， 一刻

也没有耽搁， 他带领几个村

干部迅速赶到现场。

“ 乡里来人救你了，你不

要怕！”此时，河水暴涨，水流

湍急， 现场已有几名围观群

众站在河边， 看到万霄剑一

行人的到来， 大家纷纷安慰

远处的鲁瑞清。“ 这里非常危

险， 大家全部转移到安全地

带！ ”为防止其他意外发生，

万霄剑立即组织随行干部将

围观群众疏散到安全地带。

“ 你站在原地别动，我们会想

办法救你！”为了让鲁瑞清配

合营救， 万霄剑一边不停宽

慰他， 一边带领大家察看地

形地貌，以便确定营救方案。

简短的察看后， 大家发现最

窄处的河段两岸边均是坚固

的小石头，非常合适架“ 独木

桥”。现场的干部马上找来两

块结实的长木板， 同时找来

安全绳。 当村干部踏上这座

简易的“ 生命桥”， 将安全

绳绑在鲁瑞清腰间时， 又冷

又怕的鲁瑞清已经被困了整

整三个小时。

雨水夹杂着汗水， 现场

的干部全身湿透， 饥寒交迫

的鲁瑞清回到了安全地带，

大家的担心终于落地 。 此

时， 雨也慢慢停了， 天空飘

来淡淡的几朵白云， 仿佛在

告诉大家： “ 在这场人与天

的竞赛中， 你们赢了！”

雨 中 救 援

钟晨 卢日光 本报记者 孔臻

省医保局调研组来饶调研

本报讯 记者万明报道 ：

7

月

11

日上午， 按照“ 不忘初心 、 牢

记使命” 主题教育要求， 省医疗保

障局党组书记、 局长梅亦率调研组

来饶开展专题调研 ， 并召开座谈

会。 副市长郑少薇参加座谈会。

调研组先后来到我市医保经办

窗口、 商保公司、 江西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第一附属医院等地， 就我市

医疗保障国家级试点工作、 扶贫工

作、 打击欺诈骗保、 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 医保支付方式改革、 “ 三医

联动”、 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

调研。 座谈会上， 调研组认真听取

了我市医疗保障重点工作的开展情

况汇报， 并与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

交流讨论， 针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

行了解答。 调研组指出， 上饶要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增强做好

医疗保障工作的责任感、 使命感和

紧迫感， 扎扎实实落实好每项工作

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