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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国庆节即将到来之际， 记者从我市有关部

门了解到，我市共有

2346

人名叫“ 国庆”，其中男的有

2232

、女的有

114

，最大的

91

岁、最小的只有

10

个月。

他们虽然年龄不同、 职业不同， 也不全是

10

月

1

日出生，但都以“ 国庆”为名，是这个名字赋予了他们更

多的骄傲和激励。

“ 我很荣幸，与新中国同一天生日。 ”上饶市一家国

际旅行社负责人罗国庆自豪地说道。

罗国庆，信州区人，

1977

年

10

月

1

日出生，从事旅

游行业近

20

年。

“ 因为从事旅游，而国庆又是旅游黄金期，我的生

日经常都是在外地和游客度过的，” 罗国庆告诉记者

,

“ 记得建国

50

周年的时候， 我同游客在三清山景区的

大屏幕前一起观看了阅兵仪式。 当游客知道那天是我

生日，就一起唱歌为我送上祝福，最后大家合唱了《 歌

唱祖国》 ，现场气氛让我激动不已，至今难忘。 ”

罗国庆表示

:

“ 我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祖国的繁荣富强。

衷心祝愿祖国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富裕

!

”

上饶县退休干部王国庆， 生于

1960

年

7

月

1

日。

他介绍：“ 我的名字是外公取的。 新中国成立，我外公一

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党和国家有很深的感情，

因此给我取名‘ 国庆’。 ”

“ 我们这代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特别听

党的话，关心国家发展，积极参与国家建设。 ”王国庆告

诉记者，

1978

年底，他怀着报效国家之心参军入伍。此时

共和国西南边陲狼烟刚起，他义不容辞主动请战，准备

用青春和热血保家卫国。 然而由于他是新兵，失去了这

次参战资格，但军营生活让他迅速成长，给他打下深深

烙印。 接下来的日子，虽多次变换了工作，但王国庆都服

从组织安排，干一行爱一行，刻苦上进，兢兢业业。

“ 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和祖国的兴旺发

达紧密联系在一起，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你才有生存、

发展的基础，才谈得上个性的‘ 自我’。 ”这是王国庆的

个人感悟。

“ 我不是国庆节出生的，但我的名字和国庆节也密

不可分。 ”上饶晚报社职工陈国庆说道。

陈国庆出生于

1977

年

10

月

13

日，因家谱排序到

他刚好是“ 国”字辈，又离国庆节时间不远，所以父母给

他取名“ 国庆”。

名为“ 国庆”，让陈国庆有一种与祖国同呼吸共命

运的感觉，感到非常自豪、喜悦和光荣。 他说，“ 新中国

成立

70

年来， 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取得了巨大成

绩，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作为一名中国人，由衷为祖国

取得的卓越成就感到骄傲！ ”

陈国庆表示： “ 人生一路走来， 我在多个岗位上

工作过。 对我而言， 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做好本职工

作， 就是为国家发展尽了绵薄之力。 祝福‘ 中国梦’

早日实现！”

（记者 蔡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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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党务必从严，从严必依法度。

在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清正廉洁作表率， 重点

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保持为民

务实清廉的政治本色， 自觉同特权

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 坚决预防

和反对腐败，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

净做事、老老实实做人。”这一目标，

既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具体要求，

也是共产党人应该保持的政治本

色。 全市广大党员干部都应当对照

要求、 对准目标， 找一找自己在知敬

畏、 存戒惧、 守底线方面存在哪些差

距，要事事以法纪为纲、时时以廉洁为

本、处处以人民为重，面对利益不为所

动，面临诱惑不为所陷，努力锤炼忠诚

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树立起好干部

和合格党员的良好形象。

心有敬畏，行有所止。 党纪国法是

每个党员干部的戒尺， 党的各项纪律

规矩是“带电的高压线”。 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这是我们

党铁的纪律。 打铁还需自身硬

,

硬就硬

在我们共产党人有着坚定的理想信

念，有着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有着引

领群众的模范行为。 党员领导干部必

须尊重法纪的神圣，心存敬畏，带头遵

纪守法，从程序和制度上规范权力、约

束权力， 在任何情况下坚持做到不越

界、不越轨，拒腐蚀，永不沾；要牢记党

的宗旨，严以律己，守住法规底线，依

法行使权力

,

把党章党规党纪真正刻在

心里， 使铁的纪律转化为自觉遵循和

日常习惯；要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

存戒惧，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

卫制度的良好氛围。

“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

其所欲而及于祸”，有敬畏心才能够不

忘初心，更好地保持共产党员的本色。

全市各级党员干部一定要把纪律和规

矩挺在前面，切实强化政治建设、作风

建设和廉洁自律。 廉洁自律是为政的

基石

,

身正方能带人，廉洁方能聚人，

律己方能服人。 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

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尊崇

敬畏党纪国法，常修为政之德、常思

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处理好公

私、义利、是非、俭奢、苦乐、得失等关

系

,

任何时候都稳得住心神 、管得住

行为、守得住清白；要发扬斗争精神，

对错误观念、丑恶现象、不正之风敢

于亮剑，勇当驱邪扶正的“战士”，不

做八面玲珑的“老好人”；要力戒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既要从工作层面查

问题，又要从思想深处找病根；答好

“时代之问”，办好发展要事，树立正

确政绩观， 推动干部作风持续好转、

根本好转 、全面好转

,

让群众真正感

受到清正干部、清廉政府、清明政治

就在身边、就在眼前。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有所畏”，

最终要落脚到“有所为”。 全市广大干

群肩负“决胜全面小康、打造大美上

饶”的历史使命，艰巨而神圣。 对法纪

心存敬畏，始终保持一股艰苦奋斗的

劲头和锐意进取的激情，把全部心思

和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上，在难题面前

敢于开拓， 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在

风险面前敢担责任，就能在开创新时

代上饶改革发展新局面中创出新业

绩、书写新篇章。

对法纪要怀有一颗敬畏心

———五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本报评论员

第二届上饶乡村旅游文化节开幕

马 承 祖 宣 布 开 幕 谢 来 发 致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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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报道：

9

月

28

日上午， 由市政府、

省文旅厅共同主办的第二届上饶乡村旅游文化节在上饶华

熙

LIVE

公园举行开幕式。 市委书记马承祖出席并宣布开

幕。 市委副书记、 市长谢来发， 省文旅厅二级巡视员潘之

钰出席并致辞， 市委常委、 宣传部长丁晓胜主持开幕式。

市委常委、 副市长雷平，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管群良， 副

市长王万征， 市政协副主席毛敏珍， 上饶师院副院长、 市

政府秘书长郑彦芳出席。

谢来发在致辞中指出， 乡村旅游， 一头牵着农民、 一

头牵着市民， 一手托着农村、 一手托着城市， 一肩挑着一

产、 一肩挑着三产， 是我国旅游发展潜力最大、 带动性最

强、 受益面最广的领域。 我市因势利导， 决定从

2018

年

开始， 每年国庆前夕举办上饶乡村旅游文化节， 致力推动

乡村旅游持续加热、 不断升温， 在全市有效形成了乡村旅

游、 景区旅游、 城区旅游“ 三箭齐发” 的全域旅游发展格

局。 相信， 借助上饶乡村旅游文化节这一活动， 上饶乡村

旅游的品牌一定会擦得更靓、 唱得更响， 上饶全域旅游的

发展一定会跑得更快、 做得更好。

据了解， 今年围绕“ 乡土、 乡俗、 乡情” 这个特色，

以农村为舞台、 以农业为基础、 以农民为中心， 我市继续

举办以“ 游大美上饶、 品乡村文化” 为主题的第二届上饶

乡村旅游文化节系列活动。 整个活动将历时

3

个多月， 包

括旅游美食季、 旅行商大会、 非遗成果展、 民俗美食展、

露天电影会、 乡村音乐会等一系列主题活动。 同时，

12

个县

(

市、 区

)

和三清山风景名胜区， 还将分别举办各自

的特色活动， 可以说是丰富多彩、 好戏连台。

开幕式后， 马承祖、 谢来发等领导观看了上饶地方文

化节目展演， 参观了“ 非遗保护、 上饶实践” 上饶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及美食季展区。

马承祖、谢来发等市领导在上饶乡村旅游文化节参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 记者 徐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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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8

日上午， 第二届上

饶乡村旅游文化节在上饶华熙

LIVE

公园开幕。 大批市民、游

客前来观光、游览、消费，让活

动现场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变成了欢乐的海洋。

“ 非遗保护、上饶实践”上饶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成果展览， 以及上饶乡村旅游文化民俗美食展是本

届乡村旅游文化节的两大重头戏。

“ 请把我的名字做成糖画。 ”上饶市职业中学学生

余虹莹对灵山糖画非遗传承人胡寿高说。 只见胡寿高

用勺子舀了一勺熬化的糖浆，然后将勺子微微倾斜，随

着手腕的律动，糖浆滑落在光洁的白色“ 砧板”上。 不多

时，一个龙飞凤舞、充满艺术感的名字糖画被送到了余

虹莹的手中。“ 做得这么好看，我都舍不得吃了。 ”余虹

莹笑着说。

胡寿高是上饶县望仙乡人， 糖画手艺是爷爷传给他

的。 尽管糖画生意利润微薄，但他表示这门手艺属于中华

传统文化，凝聚了祖先们的智慧和心血，必须传承下去。

他说：“ 我接下来准备做两个糖画花篮，写上‘ 祖国万岁、

生日快乐’八个字，以此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 ”

婺源县非遗传承人程学忠经过近

40

年的独自探

索与潜心研究，最终攻克难关，成功恢复在中国工艺美

术史上辉煌一时的徽州程氏传统菠萝漆器制作技艺，

荣获江西省工艺美术学会铜奖， 并在今年的第十二届

中国艺术节华丽亮相， 赢得好

评如潮。本届乡村旅游文化节，

他带来了自己的得意作品参

展。 记者在他的展位上看到了

一件件精美绝伦、 色彩斑斓的

菠萝漆器，有花瓶、首饰盒、毛笔杆、印泥盒等，兼具美

学价值和实用性。“ 盛世出名器。 菠萝漆器传统工艺在

清末民初一度失传，如今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

盛，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与日俱增，这为传统工

艺的传承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程学忠说。

“ 铅山陈醋是纯手工酿造，没有任何添加剂。 ”俞树

智是铅山陈醋第十二代传人，这门传统手艺已经有

300

多年的历史。 俞树智告诉记者，铅山陈醋的销售已经迈

入了线上销售时代， 但我们依然坚守着手工酿造的传

统工艺。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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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庆节的临近 ，饶

城大街小巷一面面鲜艳的五

星红旗迎风飘扬。 人们通过

悬挂国旗和宣传标语， 表达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祝福。

记者 徐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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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兴讯 走进基层调研、传承红色基因、聆听专题党课……德

兴市坚持高标准部署、高质量推进，潜心学、静心悟、真心用，推动

主题教育高质量有特色走前列。

该市坚持要求党员干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学实一点，在学

深悟透中感悟初心。 他们采取集中学习、交流讨论、专家授课、典

型和警示教育等形式，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 习近平关于“ 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论述选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纲要》等内容

,

赴德兴市革命烈士纪念馆、程家湾红色主题

教育基地、龙头山革命烈士纪念馆等地，通过重温入党誓词、重走

红军路的方式，让大家重温初心、砥砺前行。

把群众满不满意、乐不乐意作为主题教育的试金石。 该市将

专项问题整治贯穿于主题教育全过程，与打好“ 三大攻坚战”、创

建国家卫生城市、深化“ 放管服”改革等重点工作结合起来。 选好

树好群众信任、干部服气、组织放心的新时代铜都楷模，激发党员

干部对标对表的内生动力。 推进党建工作标准化、规范化、信息

化，创新“ 德·红云”智慧党建平台功能，强化组织管理，便利党员

学习，帮助检视问题，推动整改落实。

在主题教育大调研中，该市坚持深入查找问题、解决问题，以

差距在哪儿调研就安排在哪儿为原则，聚焦群众关切，通过向问

题“ 叫板”，实现让群众“ 叫好”。 该市新岗山镇每周开展一次驻村

为民服务活动，以组团联村活动为抓手，由镇蹲点领导任团长，驻

村第一书记、工作队员为成员，每名成员联系

8

户群众，宣传主题

教育，解决群众难题。 目前，帮助指导发展产业

5

个，协调民生项

目

17

个，化解邻里纠纷

21

起。

与此同时，该市还通过各市直单位党组织、社区党组织党员

在室外“ 摆摊”，做好义工服务，使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和基层社会

治理“ 服务前移、中心下移”，实现“ 知党情、听民意、促和谐”，打造

上下联动、条块协同、共建共享的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 目前，该

市共有

23

个城市社区陆续开展“ 便民摆摊、联席会谈”活动，

47

个共建单位参与其中，社区里随处可见党员服务的身影。

（ 王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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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万明报道： 病媒生

物防制工作事关全市人民 身 体 健

康 ， 是一件为民 、 惠民的大事 。 我

市围绕 “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 政府

主导 ， 跨部门协作 ， 全社会动员 ，

预防为主 ， 群防群控 ， 依法科学治

理 ， 全民共建共享 ” 的工作方针 ，

加强监督管控 ， 确保 “ 四害 ” 防制

实效 ， 推动病媒生物防制工作持续

深入开展。

为切实做好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市爱卫办抽调

18

名人员， 对“ 四区

一县” 开展

10

余次现场督导， 督导

重点场所近

1000

家 ； 每天坚持对

“ 四区一县” 医疗机构、 工地、 高校、

部分市直单位、 “ 六小” 行业、 城中

村及城乡接合部、 物业小区等地的病

媒生物防制工作进行督查， 对督查发

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汇总、 交办； 对全

市

97

个市直单位的病媒生物防制工

作进行“ 回头看”； 按照病媒生物防

制暗访标准

11

项内容和评分原则 ，

对建成区内

32

所二级及以上医疗机

构和卫生单位开展病媒生物防制专项

工作量化督导。

同时， 坚持高压监管， 与病媒生

物防制公司现场签订了服务承诺书，

要求严格按照标准开展好病媒生物防

制工作， 并对技术人员的作业过程全

程进行监督， 督促其规范作业。

������

本报讯 记者方子健报道：

9

月

27

日， 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 上饶三清山机场将于

10

月

27

日起新开重庆至上饶至厦门

航线， 由四川航空公司

A320/321

飞

机执飞，每周一、三、五、日各一班。 目

前， 我市已经开通

7

条航线， 可直飞

14

个城市。

据了解， 该航线是一条“ 一带一

路”航线。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

区， 厦门、 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

点， 重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

点城市， 而我市铅山县河口镇是历史

上著名的“ 万里茶道”第一镇。在“ 万里

茶道”与“ 丝绸之路”之间架起互联互

通之空中桥梁，形成陆海联动、东西互

通的开放格局， 将为我市经济社会的

发展增添新的活力。此外，上饶三清山

机场还将于

10

月

27

日进行冬春航班

换季， 原先开通的

6

条航线将继续执

飞，部分航线有略微调整，旅客可关注

“ 上饶民航”微信公众号，查看机场最

新航班时刻表。

另悉，

9

月

26

日，

KN5816

次航

班从上饶三清山机场顺利飞抵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 这标志着北京 （ 南苑）

至上饶的航班已经转场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

德

兴

推

动

主

题

教

育

高

质

量

有

特

色

走

前

列

我市持续深入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工作

上饶三清山机场

新开直飞重庆厦门航线

文 化 节 里 品 文 化

我市共有 2346 人叫 “国庆 ”

“国庆 ”共祝祖国好 ！

国旗飘扬

迎国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