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嵘峰，名字中带有“ 山”字偏旁，这或许就是让他注定

一辈子要和大山结缘。

1997

年

7

月，管嵘峰从上饶师范学校

毕业，被分配到广丰区最边远的东阳乡管村学校清淤完小任

教。 从毕业分配到村完小，再到中心校区，一呆就是

20

多个

春秋。

刚毕业时，管嵘峰被安排在东阳乡管村学校辖属的清淤

完小任教四年级数学，同时兼班主任。 当他第一次站在讲台

前，面对下面

30

多双求知若渴的眼睛时，管嵘峰暗下决心：

“ 我一定要把大山的孩子们教好，把他们送出大山。 ”

在上世纪

90

年代，有书读，是农村孩子们的最大幸福。

可贫困的家庭连生活都难以保障，更别提承受几个孩子同时

上学读书了。 当时管嵘峰任教的班上有个女生叫杨芳，在班

上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可新学期开始都三天了，却还不见杨

芳来上学。管嵘峰就上门家访，这才知道她母亲去世了，哥哥

在外读高中，体弱多病的父亲正到处借钱，钱还没凑齐。于是

管嵘峰马上找到杨芳父亲， 并告诉他：“ 学杂费我先垫上，叫

她赶快先来上学。 ”离开时，孩子父亲拉着管嵘峰的手，话没

说就开始哽咽起来……

2003

年，管嵘峰从完小调入中心校区，因为中心校区是

一所边远农村寄宿制学校，

500

多名学生从周一

到校直到周五下午才离校回家 。 他们当中有

90%

是留守学生，学习、生活都要教师去打理，工

作难度、强度可想而知。 此时的管嵘峰根据学校

安排， 全面负责学生的安全、 生活的教育与管

理。 从此，每天清晨

6

点到晚上

10

点，总准能看到管嵘峰忙

里忙外的身影；多少次，看见他半夜给生病的学生送感冒药、

泡午时茶；多少次，看见他背生病学生去乡卫生院甚至半夜

三更送往区医院全程陪护……

20

多年的风雨兼程， 管嵘峰从一个羞涩青年成为两鬓

泛白的中年教师，而他依旧在无怨无悔地坚守。未来，管嵘峰

还将继续用爱续写他和大山孩子们的故事。

“我一定要把大山的孩子们教好 ”

——— 记 广 丰 区 东 阳 乡 管 村 学 校 教 师 管 嵘 峰

本报记者 陈绍鹏

横峰讯 初秋时节， 横峰县县道

X804

道路两旁的格桑花

开得正艳， 即将举行的第十届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大赛将经

过这里。 该县姚家乡乡长黄利忠介绍，多年前，乡里的路颠簸

难行，后来路修好了，带动了新农村建设，好几个村子乡村旅

游都做出了名气。“ 以前，姚家乡是没有农家乐的，现在已经发

展了

13

家农家乐。”刚刚过去的暑假，姚家乡迎来了全国各地

许多学校的夏令营，还有单位团建活动，前不久还接待了一个

来自南美洲的旅游团。

横峰县推进“ 美丽公路

+

旅游”模式，已连续多年成功举

办环鄱阳湖国际自行车赛； 畅达的公路助推自驾游呈井喷式

增长。 如今穿行在横峰县乡村，沿途绿水青山相迎，乡村美景

扑面而来。为实现“ 村村畅达、路路皆景、处处如画”，近年来横

峰县累计投入

6

亿元用于“ 四好农村路”建设，先后完成了农

村公路新改建工程

500

余公里， 完成通村窄路面拓宽改造工

程

100

公里，完成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60

公里，完成

危桥改造

37

座，实现了自然村

100%

通水泥路，农村公路总

里程突破

1000

公里，构建了以沪昆高速公路、上万高速公路、

320

国道为骨架，以城区为中心，向各乡镇辐射的公路网络，

形成了内畅外联、沟通城乡、安全舒适、便捷高效的现代化交

通运输体系。

“ 四好农村路”之花结出了产业发展之果，盘活了横峰秀

美乡村， 造富了一方百姓。 各乡镇在农村公路边种上了波斯

菊、格桑花，每年八九月份，路边鲜花盛开，宛如一条条花径，

而莲荷乡路边的

2000

多亩荷花，更是形成十里荷花的壮美景

观。在这里经营“ 荷塘月色”农家乐的张雪芝每逢周末、节假日

就格外忙碌，尤其是荷花盛开和采摘莲蓬的时节，更是忙得不

亦乐乎。 张雪芝原在北京工作多年， 三年前回到横峰老家创

业，她发现老家建设越来越好，在大城市里打拼多年的她毅然

决定和丈夫一起返乡办农家乐。 她高兴地说：“ 多亏县里把公

路修到我们村，村里

1000

多亩荷塘成了景区，我们才吃上了

旅游饭。 今年

7

月份，荷花开得最好看的时候，我们的民宿几

十个床位全部爆满。 ”靠吃旅游饭，张雪芝带着几个贫困户实

现了脱贫增收。 像张雪芝这样依托良好的公路建设吃上旅游

饭的农户在横峰还有不少，借助“ 四好农村路”建设，去年横峰

32

个贫困村退出通过市级复核，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江西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横峰县脱贫退出贫困县， 成功摘掉

“ 贫困帽”。 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年收入突破

4500

元，贫困发

生率由

2014

年的

14.7%

降至

0.83%

。 （ 宋林峰）

本报讯 记者蔡晓军报道： 近日， 记者从上饶海关获悉，

今年

1

至

8

月 ， 上饶水产品出口美国共计

26

批次 ， 货值

1035

万美元。

水产品作为上饶出口传统特色农产品， 一直占据举足轻

重的地位。 为帮扶企业进一步巩固市场， 上饶海关多措并

举， 指导企业认真开展自检自控， 及时收集整理美国食品进

口政策要求， 督促企业对新增检测项目及时加强检测； 帮助

企业强化组织生产管理， 不断完善企业质量安全管理体系，

制定食品防护评估制度， 并建立完整的追溯体系； 敦促企业

加强原料来源管理， 确保原料的农兽药残留等食品安全指标

符合美方要求； 帮扶企业开发多元化市场， 扩大国内市场销

售比例， 稳定生产、 满足内需， 开拓“ 一带一路” 等其他潜

力市场。

容易引起骨质疏松的几类药

1至 8月我市对美出口

水产品 1035万美元

好路连着好日子

横峰“四好农村路”带动旅游产业快发展

15%

骨质疏松和药物相关

年纪一大，弯腰驼背、个子变矮等骨质疏松症状就成

了家常便饭。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是老年人激素分泌减少

带来的恶果，但事实上，药物也是“ 罪魁”之一。研究表明：

胃病病人常用的抑酸性药物， 如质子泵抑制剂会增加骨

质疏松的发病率。

质子泵抑制剂目前在临床上应用比较广泛， 可用于

治疗胃食管反流病、消化道溃疡等，但它在骨质疏松方面

的副作用。 医学研究结果发现， 服用该药

5

年以上的患

者，

62%

出现了骨盆、手腕部或脊柱的骨质疏松；使用

7

年以上者，患骨质疏松的风险更多出了

4

倍。

除了遗传、不良生活习惯、缺钙等因素外，药物是导致

骨质疏松的重要诱因，在临床上甚至占到了

15％

以上。

可引起类似副作用的常见药物还包括：

第一，糖皮质激素类药物。 脊椎

X

线检查发现，长期

应用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的患者中，大约

71%

出

现脱钙现象，

33%

压缩性骨折。

第二，抗癫痫药物。 长期服用苯妥英钠、苯巴比妥等

抗癫痫药， 可因其促进维生素降解及消化道对钙的吸收

减少而导致低钙血症，引起骨质疏松症或者自发性骨折。

第三，甲状腺激素。 会使钙磷运转失调，引起骨骼系

统脱钙，骨吸收增加而导致骨质疏松症。

第四，肝素。病人应用肝素超过

4

个月就可能发生骨质

疏松症或者自发性骨折。此外，使用某些化疗药或长期使用

异烟肼及锂制剂等，也有诱发药源性骨质疏松的可能。

不过， 药物引起的骨质疏松是完全可以预防的。 首

先，应保持足够的体力活动。至少坚持每天

30

分钟，每周

3

—

5

次的体育锻炼。 其次，要多吃含钙食物，如菠菜、韭

菜、蘑菇、动物肝脑、鱼类、骨汤、牛奶等。 再次，补充维生

素

D

、多晒太阳，促进钙质吸收。最后，可使用药物降钙素

或双磷酸盐以抑制破骨细胞活性，抑制骨吸收。对绝经后

的女性，还可适度补充雌激素，防止骨量丢失。

发现骨质疏松症，最好的方法是监测骨密度，这是一

种无损伤、无痛苦的检测方法。 因此，建议患者服用以上

药物时，定期监测骨密度。 即使出现问题，也要及早诊断

治疗，防止疾病的恶化。

（下期刊发《哪些人该用阿司匹林？ 》，敬请关注。

)

日前， 万年县上坊乡财政所工作人员在该乡细港葡萄

基地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为了促进该县农业发展，助力农民

脱贫致富， 万年县财政部门组织力量对涉农经营户进行了

调研，対全县农业实际情况、制约瓶颈、发展潜力、政策需求

摸准摸清，梳理困扰农民创业致富的问题，为以后出台发展

涉农生产优惠政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徐声高 摄

深入调研助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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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新时代尊师重教风尚

本报讯 连日来， 市纪委市监委、 市委组织部、 市委

宣传部、 市委统战部、 市委政法委相继召开会议， 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中央、 省委、 市

委的部署要求， 对本部门机关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进行动员部署。 市领导丁晓胜、 陈荣高、 陈

洪生、 陶亮、 凌卫分别出席本部门机关工作部署会。

9

月

15

日上午， 市委宣传部机关召开“ 不忘初心、 牢

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部署会。 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丁晓

胜出席并指出， 要提高站位， 勇于担当， 牢牢把握主题教

育的重大意义、 总要求、 目标任务， 增强抓好主题教育的

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 在认识上力求更深一层，

在方向上把得更准一些， 在贯彻上做到更实一点； 要对标

对表， 善作善成， 强化理论武装， 扑下身子访民情， 弘扬

自我革命精神， 把“ 改” 字贯穿始终， 推动“ 学习教育”

有新高度， 推动“ 调查研究” 有新深度， 推动“ 检视问题”

有新发现， 推动“ 整改落实” 有新成效， 确保主题教育不

打折扣、 不留死角、 不走过场； 要加强领导， 精心组织，

有力推进

,

有效落实， 把责任使命扛起来， 把宣传氛围造起

来， 把各项工作统起来， 把主题教育谋划好、 组织好、 开

展好， 推动新时代全市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 开

创新局面。

9

月

12

日上午， 市委政法委机关召开 “ 不忘初心 、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部署会。 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

陈荣高出席并指出， 在全党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项重大部署， 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 伟大事

业、 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决策。 就如何搞好主题教育工

作， 他强调， 要一丝不苟讲学习， 搞清楚为什么学、 学什

么、 怎么学， 努力提高学习质量。 要一以贯之担责任， 维

护国家政治安全， 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通过学习教育增强责任意识、 担

当意识。 要一如既往找差距， 从政治站位、 思想认识、 作

风养成、 素质能力去查找， 认认真真找问题。 要一心一意

抓整改， 检视问题要找准根源， 要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整

改落实要扎实到位，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9

月

15

日下午， 市委统战部召开“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部署会议。 市委常委、 统战部长陈洪

生出席并指出， 在全党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 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一项重大部署， 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作出的重大决策， 也是新形势下坚持思想建党、

理论强党， 牢记初心使命、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有力举

措。 他强调， 要切实统一思想、 紧扣总体要求、 把牢目标

任务， 提高政治站位， 深刻领会主题教育要旨要义； 要细

化工作举措， 在学习教育中坚持真懂真悟、 在调查研究时

坚持一线一手、 在检视问题中对标对表、 在整改落实时即

改实改， 真正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效； 要加强组织领导、

宣传引导、 作风督导和协调指导， 推进主题教育开展有力

有序， 努力开创统战工作新局面。

9

月

15

日下午， 市纪委市监委机关召开“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部署会议。 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

记、 市监委主任陶亮出席并指出， 要提高政治站位， 切实

增强开展好主题教育的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感， 充分认

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 认真贯彻主题教育的总要求、

目标任务； 要狠抓贯彻落实，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预期效果，

着力抓好学习教育，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全面深刻检视问

题， 从严从实抓好整改。 陶亮要求， 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

央和省委决策部署， 加强组织领导、 坚持以上率下、 压实

政治责任， 加强宣传引导、 营造良好氛围， 强化统筹兼顾、

协调推进各项工作， 坚持求真务实、 力戒形式主义， 严格

执行市委工作安排， 以认真负责的态度、 改革创新的精神、

求真务实的作风， 扎扎实实把主题教育组织好、 开展好，

用心用情用力推动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9

月

11

日下午， 市委组织部机关召开 “ 不忘初心 、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部署会议。 市委常委、 组织部长

凌卫出席并指出， 要把握目标任务， 坚持原汁原味“ 学”、

深入一线“ 查”、 刀刃向内“ 检”、 较真碰硬“ 改”， 广泛

听取意见建议， 深入做好对照检查， 为整改提供精准靶

向。 要聚焦中央和省委部署的专项整治、 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 部机关存在的突出问题抓整改， 坚持边学边

改、 边查边改、 边整边改， 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

效果。 凌卫要求， 组织部门既是“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组织者， 又是参与者， 要周密安排、 精心组

织、 统筹兼顾， 坚持学在前、 走在先、 作表率， 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 饱满的精神状态和良好的工作作风， 把中央

和省委、 市委的部署要求贯彻好、 落实好， 确保主题教育

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不断提升组织工作质量。

（ 方子健 孔臻 万明 徐芸 陈绍鹏）

推动主题教育高标准高质量扎实开展

丁 晓 胜 陈 荣 高 陈 洪 生 陶 亮 凌 卫 出 席 有 关 会 议

（上接第一版） 推进要“ 有力有序”， 强化领导带头 、 压

实责任， 强化督导指导、 提高质量， 强化宣传引导、 造

浓氛围。 谢来发要求， 要把开展主题教育， 同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 庆祝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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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实施省委“ 二十四字” 工作方针结合起来， 努

力以上饶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新成效来检验和体现主题

教育的真成果。

会前召开了市政府党组会议 ， 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 市政府党组“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方

案》《 领导小组办公室组成人员 、 内设机构及工作职

责》《 市政府党组“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

安排》 等文件 。

中秋节前夕， 上饶市志愿者协会、“守

望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们为身患重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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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抗美援朝志愿军老兵童书木等人送上中

秋佳节的祝福。 在得知老兵童书木心存探

望驻饶某部队的愿望后， 他们一行又陪同

童书木前往驻饶某部队参观。

黄克奇 摄

情暖老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