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30

日上午 ，

余干县瑞洪镇前山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掌

声阵阵，群众自演的话

剧《我要当新时代文明

实践员》 在这里上演。

演员们朴实的台风、投

入的演出，引得观众掌

声不断。

曹紫荆 摄

“ 水 稻 奇 人 ” 的 育 种 之 路

———记玉山县四股桥乡农业综合站副站长杨玉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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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赣鄱先锋

余 干

派驻纪检监察组强化监督履责

余干讯 “ 通过虚假宣

传、 以体检等名目诱导、 骗

取参保人员住院， 留存、 盗

刷、 冒用参保人员社会保障

卡， 虚记、 多记费用等恶意

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 是关

乎民生的大事情， 守好保障

人民群众健康的‘ 救命钱’，

这需要你我自觉抵制， 更需

要凝聚监管合力。” 近日， 在

余干县纪委县监委派驻卫健

委纪检监察组与卫健委干部

的交流讨论会上， 组长何梦

帆语重心长地说。

8

月份 ， 余干县纪委县

监委设置了

12

个派驻纪检监

察组， 对全县

75

家县直单位

进行综合监督。 各纪检监察

组成员一到位 ， 主动作为 ，

不等不靠 ， 迅速进入角色 ，

坚持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主业，

通过开展廉政谈话、 约谈提

醒、 督促检查、 建立信访举

报台账等方式， 切实把监督

责任落到实处， 充分发挥了

派驻纪检监察组的监督“ 探

头” 作用。 “ 派驻我单位的

纪检监察组犹如我们的‘ 贴

身管家’， 我们的思想稍有松

懈的时候， 他们就会如约而

至来‘ 管一管’。 哪些红线踩

不得， 我们是越来越清晰明

了啦！” 该县农业农村局干部

张某说， 自从纪检组来了之

后， 大家心里是越来越踏实

了。 （ 毛小欢）

铅山讯 近期， 有群众反

映非法沙石运输车辆在运输

过程中尘土飞扬、 噪音扰民，

且有沙石撒落路面， 存在安

全隐患。 为有效预防交通事

故发生， 铅山县公安局交管

大队积极落实 《 铅山县政府

关于严厉打击非法采挖、 运

输沙石行为的通告》 要求 ，

联合城管等部门， 采取定点

设卡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形

式， 严查运载沙石车辆超载、

散落碎石等交通违法行为。

“ 沙拉太少了， 我们一

趟下来根本就赚不到钱。” 因

超载被拦下的拉沙车辆驾驶

人黄某说。 “ 超载运输会导

致车辆性能下降， 极容易诱

发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不能

为了一时的利益将生命安全

置之不顾。” 执勤交警依法对

其超载行为进行处罚， 并要

求将货物分两次运输且覆盖

好篷布再上路。

行动中， 执勤交警本着

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

切实做到理性、 文明、 规范

执法。 同时， 加强执法环节

中的面对面宣传教育， 向拉

沙货车驾驶员宣传 《 铅山县

政府关于严厉打击非法采挖、

运输沙石土行为通告》 及相

关环保政策， 让驾驶员深刻

领会到依法依规运输的重要

性。

（ 朱晋）

清秀的面容， 瘦小的身

材， 弯曲的脊椎， 初见黄胜，

让人很难将其与不畏艰难困

苦、 自强自立的“ 硬汉” 联

系起来。 但了解他的人谈及

他时， 都会竖起大拇指夸赞

道： “ 身残志坚” “ 诚信待

人” “ 不向困难低头”。

30

岁的黄胜也曾有过美

满的家庭和称心的工作， 但

他年纪轻轻却遭遇了系列变

故：

2014

年父亲查出癌症晚

期， 为了尽孝， 在浙江温岭

打工的黄胜辞去主管职务 ，

带着妻女回到玉山县下塘乡

松岭村， 承担起照顾父亲的

重担。 同年， 妻子因不堪重

负与生活磨难， 丢下襁褓中

的女儿， 离家而去， 从此不

见踪影。 第二年， 父亲因医

治无效， 离开人世， 还欠下

了

20

万元债务。

祸不单行， 黄胜原本挺

直的脊背渐渐弯曲了， 而且

越来越严重 。 经检查得知 ，

他患上了强直性脊柱炎。 同

样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的黄胜

母亲， 整天以泪洗面。 而刚

毅的黄胜没有向生活和病魔

屈服， 开始从事养殖生猪和

来料加工 ， 闲时采摘山货 。

“ 不 做 不 行 ， 生 活 还 要 继

续 。” 黄胜说 ， 欠下的债务

必须尽快还清， 这是为人之

本分。

2015

年， 村里的帮扶工

作队了解到实际情况后， 将

黄胜一家纳入了精准扶贫对

象。 通过扶贫干部的鼓励和

帮助， 黄胜对自己的生活越

来越有信心。 他参加并通过

了县残联组织的

2016

年残疾

人专职委员公益岗位招聘考

试， 成了一名光荣的残疾人

专职委员， 每月

1200

元的工

资， 大大减轻了他的生活负

担。 “ 重度残疾人和贫困户

残疾人两项补助的钱虽然不

多， 但一定要让他们应享尽

享。” 为此， 黄胜每天骑着摩

托车， 翻山越岭， 进村入户

核对信息、 宣讲政策， 只为

了让符合条件的残疾人都能

早日享受到党和政府的各项

优惠政策。

2017

年， 县里对畜禽养

殖进行了规范整治， 黄胜积

极配合环保部门， 在处理完

30

多头生猪后， 主动对养殖

场进行了关停。 不能养殖生

猪， 家里还剩好几万元的债

务怎么办？ 不能等靠要， 黄

胜决定种植晚稻、 油菜。 说

干就干， 他立马注册了合作

社， 并申请了贷款， 在定湖、

松岭流转了

180

亩水田。 入

股合作社的两名贫困户， 负

责稻田灌溉管理。 “ 油菜和

晚稻进行轮种， 能实现产值

和效益的最大化。 晚稻亩产

稻谷

400

斤， 销售都联系好

了， 加上种植油菜收入， 一

年增收

10

多万元不是问题。”

黄胜开心地说。

工作之余， 黄胜也会背

上施肥机穿梭于稻田之间 。

“ 等到

10

月份， 稻谷丰收时，

欠下的外债就能全部还清 ，

我也可以毫无顾虑地做我的

残疾人工作、 种我的致富水

稻 ！” 望着眼前绿油油的禾

苗， “ 硬汉” 黄胜对生活充

满了信心。

（ 胡明乾）

老生返校，开启新的学年，新生入

学，更是人生的新阶段。 为什么读书，

为什么学习，这是开学第一课，也是人

生重要一课。

“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

也”，古往今来，无数名人名家的成才

之路启示我们，只有立下远大目标，才

能生发不竭动力，更能把稳前进方向。

而对国家的热爱，对人民的热爱，对民

族的热爱， 是这一远大目标中的首要

元素。 “难道中国人比人家矮一截”的

反问， 体现了报国学子致力 “两弹一

星” 事业的信心和决心，“为中华崛起

而读书”的誓言，更是开启了革命前辈

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光辉一生。

“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这是今

年电视公开课“开学第一课”的主题，

它启迪着孩子们对国旗和国家的热

爱： 这是一面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

的红旗， 含泪绣红旗的红岩志士绝大

多数没能看到山城的解放； 这也是一

面健儿为之奋斗不息的红旗， 攀登者

们为了将它插上世界之巅不惜轻装上

阵挑战生命禁区； 这还是一面彰显中

国力量、中国智慧的国旗，无论是在印

度洋洋面，还是在月球的背后，五星红

旗都是那么地光彩夺目。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

门广场徐徐升起开始， 五星红旗在几

代中国人的心中已经飘扬了

70

个年

头，被几代中国人用心呵护了

70

个年

头。 我们要勉励青少年立大志做大事，

也要告诉他们 ， 要脚踏实地不断前

行， 无惧风浪， 将来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发光发热， 为五星红旗增添一

分光彩。

“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

会的栋梁”。 现在，广大青少年在心中

埋下热爱国旗、热爱国家的种子，把自

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 把自己的人

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好

好学习，天天向上。 将来，这些种子必

然能够成为一株株参天大树， 担负起

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重任。 （ 冯源）

铅 山

交警严查拉沙车辆违法行为

立秋过后， 凉风乍起， 但对农业育种人而言却不能

闲着。 在玉山县四股桥的育种基地， 一个头发花白、 卷

着裤脚的老汉正站在田里指导制种授粉。 他就是我市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 土专家”、 全国劳动模范、 玉山

县四股桥乡农业综合站副站长杨玉梁。

从

2002

年选育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富含天然维生

素

A

的特种水稻“ 紫宝香糯

1

号” 以来， 杨玉梁的特

种水稻育种事业连攀高峰： 育成含维生素

A

的特种水

稻光温敏不育系

13

个、 恢复系

29

个及其特种杂交新组

合

66

个， 填补了三项国际同类研究空白， 获国家发明

专利

2

项； 不但实现了含维生素

A

的特种水稻早、 中、

晚型技术全覆盖， 而且产量大幅提高。

高中毕业的杨玉梁喜欢钻研农业技术， 当年一条消

息启发了他： 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每年大约有

2.5

亿至

10

亿人患维生素

A

缺乏症。 “ 如果能培育出富含维生素

A

的特种稻米， 市场前景肯定看好。” 于是， 他确立了

选育功能稻的目标， 开始自学。 为了一本资料， 他不惜

借钱上杭州、 上海寻购； 他常常打上十几个长途电话向

农业院校教授请教。

“ 几十年来，他一直走火入魔，如醉如痴！ ”妻子谈起

丈夫对事业的痴迷满是无奈和怜惜， 炎热夏天在田里被

蚊子叮咬得浑身肿痒也毫不在乎， 酷暑寒冬站在田头手

脚冻得长满冻疮照样乐此不疲。 杨玉梁还下海南、 上湖

北， 千里迢迢就为寻找、 引进种质亲本， 还发明创造育

种新方法， 培育新种质。 自家三四亩水田里， 每一块都

被他种上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稻米品种， 每一个品种都挂

上了标记。 乡亲们笑他“ 田里专种不长谷子的水稻”。

殊不知， 这些都是他精心培育出来的特种水稻样本。

近年来， 杨玉梁致力于如何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

生产力， 加大了科技成果产业化步伐， 取得了不错的效

益。 他创建了玉山县特种水稻研究开发中心， 建起了

360

亩育种基地、

200

亩标准化种植高产示范基地。 依

托

200

亩高产示范基地， 种植的特种水稻亩产最高达

630

公斤， 一举解决了农民“ 钱袋子” 和消费者的“ 粮

袋子” 的问题。 同时在

13

个省建立示范点

56

个， 累计

推广含维生素

A

的特种水稻

46

万亩， 开发了“ 含天然

维生素

A

紫香型” 保健功能米、 酒、 年糕、 米素等新

产品上市， 带动特种水稻种植农户新增收入

3.68

亿元。

他的企业被评为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和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

如今， 年近古稀的杨玉梁仍信心百倍， 他正描画着

新一轮创业蓝图：

———在国内建立

100

个含天然维生素

A

特种水稻

示范基地， 推广含天然维生素

A

特种水稻及标准化高

产栽培技术；

———以含天然维生素

A

特种水稻为原料， 打造含

天然维生素

A

营养米素、 保健酒、 天然紫香年糕等优

质特色食品品牌；

———把玉山县建成标准化“ 一村一品” 特种水稻种

植基地， 让当地农民掌握科技致富本领。

“硬汉”黄胜

位于德兴市新岗

山镇九都工业园区的

合诚娱乐设备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 工人

们正在对即将出厂的

麻将机进行最后的调

试。 九都工业园区是

省内最大的麻将机整

机生产基地， 已入驻

麻 将 机 配 套 企 业

6

家， 年产麻将机整机

近

30

万台，年总产值

近

6

亿元。

程志强 夏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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