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美上饶卫生城，文明守则要牢记； 爱国爱岗讲奉献，诚实守信人友善；

敬老爱幼人之本，邻里和睦互帮助； 公共环境要爱惜，乱贴乱画品德低；

公共设施要维护，便民利民有好处； 公共场所守秩序，购物乘车不拥挤；

车辆不能乱停放，文明出行有保障； 花草树木勿攀折，践踏草坪损人格；

随地吐痰不文明，垃圾分类不乱扔； 文明养犬讲卫生，共建和谐新生活；

酗酒恶习勿沾染，毒品赌博毁家园； 封建迷信请远离，造谣传谣害自己；

遵纪守法好公民，同创文明新上饶。

上饶市民文明公约

创国卫在行动

管好农贸市场 先从门口开始

饶城农贸市场交通环境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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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渝 的 初 心 壮 丽 的 答 卷

——— 革 命 老 区 江 西 70 年 发 展 巡 礼

新华社记者 刘菁 胡锦武 郭强 高皓亮

留守儿童

图书馆

编者按：

70

载，沧海桑田巨变。 一个占世界人口近五分之一

的古老国家，从积贫积弱的状况起步，创造出人类历史

上的发展奇迹。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充分展示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新华社从即日起开设“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共和

国发展成就巡礼”专栏，集中播发我社记者采写的相关

报道。 今天推出第一篇《不渝的初心 壮丽的答卷———革

命老区江西

70

年发展巡礼》。

这是一片承载中国共产党初心的红土地。 星星之火

从井冈燎原，共和国的伟大预演在瑞金启幕，二万五千

里长征自于都出发，中国革命从这里走向胜利。

这是一片创造新中国发展奇迹的红土地。 新中国第

一架飞机、第一枚海防导弹、第一辆柴油轮式拖拉机、第

一辆军用边三轮摩托车在这里诞生，起飞、升腾、驶向光

辉的未来。

这是一片奋力书写新时代答卷的红土地。 国之重器

C919

大飞机的部分机身来自“ 江西造”；国家技术发明

奖一等奖硅衬底蓝光

LED

技术出自“ 江西研”；发展增

速连续

4

年跃居全国第一方阵。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

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作示范、在推动中部地区崛

起上勇争先的要求，新长征路上再出发、奔跑，奋力书写

不负新时代的满意答卷。

来自初心：小康路上同步跑

柏油路穿村而过， 白墙黛瓦与绿树浓荫相互映衬，

清池塘、景观亭点缀其间，田间老表朴素而满足的笑容

最动人……在赣州市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一派秀美宜

居的七月乡村图景。

“ 梓山潭头，吃苦两头；晴三天，挑烂肩头；雨三天，

水进灶头”，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潭头村的真实写照。从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修筑河堤解决内涝， 到

2008

年新农村

建设改善村容， 再到

2012

年以来实施原中央苏区振兴

发展战略助推脱贫，潭头村一步步有了今天的新气象。

今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潭头村。 他强调，我这

次来江西，是来看望苏区的父老乡亲，看看乡亲们的生

活有没有改善，老区能不能如期脱贫摘帽。

1934

年， 红军主力部队在于都集结出发长征。

104

岁的赣南籍老红军王承登至今不忘跨过于都河时的信

念：“ 往前走，才能让穷人过上好日子！ ”

以百姓心为心，潭头村的变化只是一个缩影。 在扶

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老区要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庄严的承诺承载着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

2017

年

2

月，井冈山市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 两年

后的除夕夜， 井冈山神山村村民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向

全国人民展示脱贫后的幸福生活：“ 打起糍粑过新年，龙

舞欢腾笑开颜……”

井冈山市委书记刘洪说：“ 率先脱贫摘帽不是最终目

标， 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才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 ”

从鄱湖之滨到罗霄山区， 新世纪前

10

年这里减贫

274

万人，到今年初，贫困人口由

2012

年的

385

万人减

至

50.9

万人。近

3

年江西

18

个贫困县脱贫，最后

7

个贫

困县今年将全部摘帽。

一边是

66

栋鳞次栉比的客家小楼， 一边是

7

栋留

作记忆的危旧土坯房，在瑞金市叶坪乡华屋村，新旧对

比穿越

70

年时空。

70

年前，这里的农民“ 柴当枕、水当镜、盖蓑衣”。

70

年后，农民走上了水泥路、用上了稳定电、喝上了干净

水。村民华小平说，现在的幸福生活以前“ 想也想不到”。

曾经闭塞的老区， 因为一条铁路踏上脱贫致富的

“ 风火轮”。

1996

年，京九铁路开通，赣南老区结束了没有铁路

的历史。 为了更好圆老区“ 火车梦”，京九铁路特意拐道

兴国、瑞金，为此多修了

4.1

公里。 当火车第一次驶进兴

国县， 乡亲们扶老携幼徒步几十公里山路来到车站，时

年

88

岁的老红军谢象晃手抚火车车厢热泪盈眶。

就在一个月前，昌赣高铁全线贯通。 时隔

23

年，昌

赣高铁同样拐了个弯，取道施工难度更大的万安、兴国

等老区县。

“ 从‘ 普铁’到高铁，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为人民谋

幸福的初心。 ”兴国县委书记赖晓军说。

7

月

18

日，赣州国际陆港今年第

167

列中欧（ 亚）班

列缓缓驶出，开往波兰，这个数字超过前两年总和。

90

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颁布了第一部成文

土地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颁布

了更完善的土地法。 打土豪分田地，农民们发自内心喊

出了“ 共产党万岁”！

新时代新征程，多领域深层次改革的红利惠及更多

老区百姓。

距井冈山

380

多公里的鹰潭市余江区，

2015

年以来

在

949

个村推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先后发放农民

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

5251

万元，“ 两权” 抵押贷款授信

4.2

万户，

631

户农民领到“ 房地一体”不动产证。

源于使命：高质量发展勇争先

华泉小村，鹰潭市龙虎山脚下一个新生的艺术村。今年

7

月，一场时尚前沿的国际移动物联网博览会在这里举行。

40

年前，国家重点项目江西铜业

7

万吨铜生产项目

在鹰潭开工，“ 世界铜都” 成为江西工业最耀眼的名片。

40

年后，江西铜业年产铜

146

万吨，即将迈入全球铜产

业前三强。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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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年讯 万年县因地制宜精准

发力，着力涵养人才良好生态，形成

了“ 以才聚才、以才兴产，以产聚才、

才产互融”的良好局面。

该县制定出台 《 万年县高层次

人才服务管理办法》 ，盯紧纺织新材

料、机械电子、食品药品三大主导产

业科技发展前沿，建立

600

万人才引

进专项基金， 致力建设引才、 育才、

用才、 留才全链条政策体系， 营造

适宜、 多样、 可持续的人才生态圈。

目前， 该县已在贡米、 生猪、 环保、

纺织、 医药等行业领域成立院士工

作站

5

家， 柔性引进袁隆平等“ 两

院” 院士

8

名， 成为全省唯一拥有

5

家院士工作站的县。 同时， 万年

引导企业通过院士工作站， 就精准

的产业需求联合研发， 加快科研成

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转化， 把

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产业发展中。

仅江西省万年中南环保产业协同创

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就有

6

项获批专

利， 完成

3

项科技成果转化。

该县在农业生产中精准发力培

育乡土人才， 通过搭建院士工作站，

将高层次人才团队移植至乡村，加大

本土人才培育力度， 汇聚“ 外脑”力

量， 引导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中。

免费开设乡土人才培训大课堂，以葡

萄、蔬菜、农家乐等产业合作社为依

托，实地培训

3500

人次以上。举办厨

艺大赛、珍珠蚌接种比赛、新型职业

农民农机操作比赛等“ 擂台赛”，已挖

掘“ 土专家”和“ 田秀才”

200

余名，带

动普通种粮大户、服务建档立卡贫困

户近

2000

余人。

与此同时，该县不断优化人才创

新创业生态环境， 除了做到住有所

居，还积极在引进人才事业发展及家

属安置、 子女就学等方面加强服务。

组织人才代表赴上海、嘉兴开展红色

主题教育活动，并常态化开展赠送读

书卡、日常联系、走访慰问等活动。

（ 王国杨 胡钱伟 曹泮珠）

既重高端人才引进 又重乡土人才培养

万年着力构建人才好生态

������

万年县裴梅镇汪家村

共有学生

470

多名， 其中

留守儿童

240

余名。 为了

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

充实的暑假， 万年县图书

馆在该县裴梅镇汪家村建

立留守儿童图书馆， 并于

7

月

15

日进行揭牌，让留

守儿童在家门口就享受到

假期阅读的快乐。

徐声高 摄

������7

月初以来，伴随着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电视剧《 可爱的中国》在央视

一套热播，一群上饶籍的小演员们吸

引了观众们的注意。他们虽然都是不

到

10

岁的小娃娃，但演技却获得了

剧组人员和观众的称赞。每当剧组需

要，他们总是早早就赶到剧组参与拍

摄，遇到困难也从不退缩，将所饰演

的角色真实地呈现给观众。

上饶市第一小学四年级的学生白

天便是众多上饶籍小演员中的一员，

“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儿童团团长，我觉

得他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不仅要

保护小朋友，更要保护大家。我以后也

想要成为像他一样有担当的人！ ”“ 白

天留了个非常时髦的小辫子， 但为了

拍摄这部戏，不得不把辫子给剪了。因

为这个，白天可掉了不少眼泪。 ”说到

这个， 白天的指导老师感叹道：“ 白天

为了这个角色，是下了狠心的，认识他

的人都知道他有多疼惜他的小辫子。

他这么小就懂得取舍，实在是难得。 ”

拍戏的时候是在冬天，天气特别

冷。饰演黄开湘女儿的市直属小学一

年级学生童话儿在一场戏中，鞋子全

湿了，袜子也湿了，但为了剧情需要

不能立刻更换，这是童话儿从来都没

有受过的委屈。 短暂的哭泣之后，童

话儿整理了心情，又重新加入到了紧

张有序的拍摄当中。

上饶市保育院的张艺恩、张艺泽

是一对可爱的小姐弟。 姐姐张艺恩饰

演的是医院院长的女儿小芸，常常需

要给生病的红军战士送药。“ 红军叔叔

我等你们，早点回来。 ”这句话是张艺

恩印象最深的，“ 红军叔叔抗日真的很

辛苦，还经常受伤，一定很疼。 如果我

是小芸，我也一定会给他们送药的。 ”

张艺恩稚嫩地说道。

张艺恩的弟弟张艺泽是剧中最

小的演员，只有四岁。他与市直属幼

儿园的刘奇骏分别饰演方志敏的小

儿子“ 竹崽”、大儿子“ 柏崽”，“ 弟弟

拍戏还是有点紧张的， 为了缓解紧

张 ， 导演还专门找了个玩具枪给

他。”张艺泽的妈妈介绍道。“ 我觉得

拍戏很有趣， 可以演各种各样的角

色，”刘奇骏抢着说道，“ 有一场戏是

我和弟弟跟方志敏爸爸分别， 帮妈

妈擦眼泪， 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和爸

爸分别了，感觉特别难受，我以后要

一直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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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方子健 见习记者徐佳一报道：今

年

4

月以来，市交警部门紧盯三轮车、两轮车乱停乱

放现象、逆向停车现象，以及车辆并排停放现象等，

对饶城农贸市场周边道路交通秩序集中进行整治，

使农贸市场周边交通环境明显改善。

7

月

17

日上午， 记者在城东集贸市场了解到，

该集贸市场门口原来停满了买菜市民的三轮车、电

动车、汽车，甚至有些直接停在马路边上，严重阻碍

交通，影响了市容市貌。“ 在没有建设停车场前，我们

有

3

名专门指导停车的人员，但效果甚微，配合的市

民比较少，”市场管理经理王先生介绍，“ 车辆都被堵

住，出不来也进不去，秩序很难维持。 ”

为彻底解决停车问题， 我市在饶城城东集贸市

场规划了约

10

亩地的临时停车场， 规定了车辆摆

放位置， 要求不管是商户还是平常买菜的市民， 都

自觉遵守、 规范停车。 除此之外， 目前集贸市场的

地下停车场正在建设当中， 虽然还未正式投入使

用， 但商户可以进入地下停车场利用专门的货梯装

卸货物， 大大减少了市场门口的拥堵情况。 “ 以前

装卸货物， 市场门口总是东一辆车、 西一辆车， 经

常会阻碍各自的进出， 耽误了不少时间。 自从集贸

市场整改以来，我们上货卸货都在特定的时间，并且

有专门的地方，这样既减少了污染，又方便了进出。”

一位姚姓商户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记者在饶城现代城农贸市场看到，汽

车均停放在道路两旁的停车位上，菜场正门、侧门划

分了三轮车、电动车的停车位，各类车辆摆放整齐。

交警告诉记者，为了整治停车问题，交警专门在现代

城农贸市场划分了

20

余个停车位，并规定了停车方

向。 整治前期，执法人员以警告为主，告知车主停放

的规定位置和方向，并引导车主正确停放车辆，若不

听警告，将依法对车主进行处罚。

“ 以前菜场门口停满了三轮车、电动车，影响了

大家的通行，” 前来买菜的市民张先生说，“ 近期，交

警部门为三轮车和电动车设置了专门停车位， 非常

人性化，如今车子摆放得非常整齐，看起来真舒服！”

铅

山

大

力

整

治

县

城

环

境

补

“

短

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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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山讯 原来停在县城主要街道两侧的机动

车，现在全都停进了新建的停车场；城乡接合部及

无人管理小区死角的垃圾全被清理干净； 铺设管

网、清理雨水井、栽种鲜花和补植绿地等劳动场面

随处可见……这是铅山县今年加大县城环境卫生

整治力度、完善城市基础设施、进一步提升城市功

能与品质的真实写照。

为破解城市脏、缺管理难题，该县今年深入开

展“ 序化”行动和拆违控建等专项整治行动。 今年

上半年，共清理流动摊贩

9540

起，整治占道经营

7000

余起，疏导人行道乱停乱放车辆

4400

多辆；

拆除违章建筑

100

多栋， 建筑面积达

10000

多平

方米；实施城乡一体化

PPP

项目，将县城的环境

卫生进行招标承包， 由承包方用大型压缩式运输

车， 每天到各个垃圾中转站将垃圾运至垃圾填埋

场进行处理，上半年共清理城市垃圾

2

万多吨，清

理牛皮癣

38

万多处，清洗路面

2000

多公里。

为补齐城市功能不强这个“ 短板”，该县今年

投入

7000

多万元， 一方面规划建设了

9

个共计

1200

个车位的停车场，并在城区主干道完成施划

2709

个非机动车位，目前已完成第一期智慧城管

建设；另一方面，新建下水道、修补人行车道、更换

井盖水篦、安装

LED

灯头和路灯监控及补植绿地

和栽种鲜花等，同时还在清湖公园、龙门小区、城

东新区延伸路段等处铺设给水管道

5.88

公里，正

在尚洲路沿河段等地段建设总长

36

公里的污水

管网铺设工程。

(

杨扬 韩华）

这些娃娃表现真棒 ！

———访《可爱的中国》里的上饶籍小演员

本报记者 陈绍鹏 见习记者 徐佳一

������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报道：

7

月

22

日，市委

副书记、市长在广丰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省委十四届八次全会、市委四届八次全会

的部署要求，坚定信心、抢抓机遇、狠抓落实，

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争当高

质量跨越式发展排头兵。

市政府秘书长郑彦芳随同。

谢来发首先来到大石街道城南公园、城南

农贸市场，详细了解创国卫、城市功能与品质

提升等工作进展情况。 谢来发要求，要以创国

卫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

质，切实为群众营造整洁、舒适的人居环境。

在横山镇上孚村梅溪生态园、五都镇项家

村、嵩峰乡十都村，谢来发详细了解了当地秀

美乡村建设、农村宅基地管理改革、乡村旅游

发展等情况。 他强调，要以秀美乡村建设为抓

手，大力发展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等产业，培育

壮大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提供稳定、可持

续的保障。 尤其是在发展乡村旅游中，要因地

制宜健全“ 车位、餐位、床位、厕位、摊位”，致力

实现“ 有得看、有得吃、有得住、有得玩、有得

买”，同时注重古村落、古民居的保护，加大保

护性开发力度，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的文化内

涵和特色魅力。

谢来发十分关注脱贫攻坚工作，他来到泉

波镇边山村、毛村镇后溪村，一边认真查阅资

料，一边仔细询问当地脱贫攻坚工作情况。 谢

来发要求，要打牢产业基础，努力实现户户有

产业支撑、年年有稳定收入；要打牢工作基础，

确保各项工作全面精准落实到位；要打牢思想

基础，坚持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充分激发

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谢来发还考察了广丰金桥学校，调度了上

浦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工业主导产业发展特别

是“

20

·

50

”项目落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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