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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丰讯 国庆长假最后一

天恰逢重阳佳节，广丰区多地通

过举办宗亲联谊、千叟宴、文艺

演出慰问等一系列活动，在全社

会营造孝老爱亲氛围。

10

月

7

日， 在一片打麻糍

粿声中，东阳乡清淤村第二届重

阳尊老敬老活动拉开了帷幕。村

里的年轻人有的赶着捏麻糍粿、

有的帮厨师打下手准备“ 百岁

宴”。村支书管保良介绍，为了陪

老人过好节，村里很多年轻人特

地从外地赶回来。

锣鼓喧天，彩旗飘舞，洋口

镇壶山村程氏老年人联谊会正

热闹举行。“ 联谊会已连续举办

三届了。 ”该村理事会成员程全

杰介绍， 联谊会以宗亲为纽带，

以孝老敬老为文化核心，宴请老

人，举行文艺汇演，现在影响力

越来越大。 以家风带乡风，以乡

风促家风。 横山镇上铺村把“ 孝

传万家”与移风易俗活动结合起

来，举行评选“ 最美孝老爱亲之

星”“ 最美老有所为之星”“ 健康

家庭之星”等活动，今年重阳节

这天该村又隆重表彰获奖者。少

阳乡敬老院在重阳这天迎来一

批特殊的小客人———数十名幼

儿园小朋友，他们在老师的带领

下，走进敬老院，为老人们送上

棉被、毛巾等生活用品，与老人

一同欢度佳节。走进敬老院的还

有志愿者。 在五都敬老院，志愿

者带来食材，与老人们一同包饺

子， 志愿者还献上了精彩的表

演。 在嵩峰乡敬老院，志愿团队

带来了贴心的慰问品，并热情地

为老人们提供修脚、采耳、泡脚

和按摩等服务。

在沙田十六都村，老年人文

艺队再“ 出手”，红绸舞、街舞、小

品、独唱，让人大饱眼福……一

系列多彩的活动，丰富了老年人

的生活，让老人们乐在其中。

(

徐卫清）

�广丰举办多彩尊老敬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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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勇 抗 击 洪 水 的 “ 带 头 模 范 ”

———记玉山县六都乡人大副主席朱春洪

本报记者 龚俊慧

新时代赣鄱先锋

“ 洪水如猛兽， 但为了确保村民的安全决不能退

缩， 所以尽管看到洪水已经漫过了路面， 还是想试着

趟过去。” 回想起今年

6

月初被洪水围困的情景， 玉山

县六都乡人大副主席朱春洪虽心有余悸， 却一点也不

后悔。 他说， 这是每个党员干部面临当时那种情况下

都会做出的选择， 党员干部就应该做让群众安心和信

赖的“ 明灯”。

今年

6

月

6

日下午， 玉山县突降暴雨， 其中以下

镇镇、 六都乡情况最为严重， 六都乡辖区内降雨量达

到

311.7

毫米。 突如其来的暴雨， 导致六都乡多处村

庄浸水严重， 山体发生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其中

地势低洼的纱帽村是此次灾情最为严重的村落之一。

当天晚上

9

时许， 正在六都乡政府待命的朱春洪接到

纱帽村打来的告急电话。 朱春洪是纱帽村的驻村领导，

他深知纱帽村地势低洼， 一旦洪水袭来， 纱帽村数千

名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岌岌可危。 朱春洪立即带上乡

水利站站长占成飞驱车前往受灾地， 此时， 纱帽村农

田已近乎全部被淹， 部分农户家中进水。 情况紧急，

二人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撤离， 并组织村干部疏散遭受

洪水威胁的村民。

在疏散村民时， 朱春洪想到纱帽村还有一水库需

要去察看， 若水库水位暴涨洪水溢出， 纱帽村村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将遭受严重威胁， 必须赶紧察看水情，

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于是， 朱春洪和占成飞决定前往。

在他们途经柳林基地附近路段时， 洪水突至， 在短短

几分钟内就从膝盖处涨到了齐腰深。 更加危险的是，

在洪水中一根木棍把朱春洪绊倒， 他几次试图站起都

未能成功。 边上的占成飞用手电筒照到附近有一棵小

树， 赶紧指引朱春洪抱住小树。 而此时， 占成飞也被

洪水冲了过来， 两人抱住小树寻求帮助。

在村部等候的村支书徐小文接到了他们的求救电

话， 当即前去营救他们。 看到朱春洪二人被困， 徐小

文奋不顾身游了过去， 欲进行施救， 奈何水流湍急，

险象环生， 三人一同被困。 在洪水中抗争了

6

个多小

时后， 三人被前来救援的武警官兵和乡村干部于

7

日

凌晨

4

时

15

分用铲车成功救出。

被解救出来的第二天， 朱春洪又投身到了抢险救

灾第一线， 他们英勇救灾的感人壮举， 让当地干部群

众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激励。 在整个抗洪救灾的工作中，

朱春洪以身作则， 积极战斗在抗洪抢险救灾工作的第

一线， 为降低洪灾损失、 夺取抗洪抢险胜利作出了贡

献。 朱春洪的“ 带头模范” 行为得到省里的肯定， 今

年

7

月， 朱春洪荣获

2019

年江西首批及时奖励 （ 应对

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领域）个人三等奖。

信 江 时 评

让每个人都可以体面地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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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孔子说自己“不知老之将至”，但一个人口老龄

化社会却不能“不知老之将至”。认识老龄化的基本国情，

人人“知老”“尊老”，就能以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创造一

个老年友好型社会，使我们每个人都能体面地老去。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就像突然意识到父

母老去时一样，老龄化挑战同样让我们惊心而且感到

准备不足。银发浪潮，已经不只是比喻。北京一天增加

500

多位老年人，其中

80

岁以上的

120

多人。 从城市

公园到街头广场，从机关门诊到单位食堂，我们身边

的老人忽然增多，有心人便能一目了然。 由于人口基

数大，目前我国老年人数量已经相当于两个日本或三

个德国的总人口。 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银发

浪潮像涨潮时追赶双腿的大浪，不容我们忽视。

小说家米兰·昆德拉说：“老人是对老年一无所知

的孩子。 ”人口老龄化，将成为贯穿

21

世纪的基本国

情，国家、家庭、个人都得行动起来。 我国已经提出要

用

3

年时间向全社会进行老龄化国情教育。 国情教

育，当然是全龄化的，从党政干部到广大青少年，从城

市乡村到各行各业， 都要直面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多、

老龄化速度快、应对的任务艰巨的现实。 就像父母进

入老年对家庭的影响一样，老龄化将深刻影响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每个家庭，对此有足够的思想物质及

战略准备，是一个社会成熟、稳健的重要标志。

让每个终有一老的人都无“老顾之忧”，我们有制

度优势。 党中央对养老问题高度重视。 在国家决定今

年全面推开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工作后，

财政部、人社部、国资委、税务总局、证监会等近日发

布通知，明确了工作的时间表，这充分体现了在国有

经济做优做大做强同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代际公平

和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精神。 与此同时，全面落实新

的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推动农村土地改革，盘活

农民土地物权，可以使数以千万的农村人口在很大程

度上避免或减缓“未富先老”带来的冲击，同样是制度

优越性的体现。

让每个人都能满足对晚年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

也有文化优势。 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重视家庭伦

理和族群邻里关系，都为缓冲老龄化压力，走“中国式

养老”之路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 家庭是中国社会

最牢固纽带，“里仁为美”“远亲不如近邻” 等观念，为

现代邻里互助、社区养老提供了深厚基础。强化“家有

一老，如有一宝”理念，使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可以使

高龄化、 老龄化同样成为一种人口红利。 “莫道桑榆

晚，为霞尚满天”，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老龄化做准备，

既为自己做一个全职业周期的物质准备，也做好“想

得清、放得下、看得开”的心理准备，达观、宽容、自主，

真正像孔子说的那样“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

将至云尔”，从从容容体面地老去。 （ 王立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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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山讯 葛仙山景区管委

会采取大力建设文旅融合项

目 、 加大景区宣传力度的办

法， 精心打造道教文化旅游优

质品牌， 取得初步成效。 今年

1-8

月， 该景区接待旅客的人

次数同比增长了

51%

。

铅山葛仙山是座道教名

山， 是道教灵宝派创始人葛玄

炼丹、 飞升之地， 每年来此地

朝拜的香客和游客达

30

多万

人， 文化底蕴厚重。 为充分挖

掘和弘扬道教文化， 发展文化

休闲游、 健康养生游， 该管委

会迅速引进资金人才， 全力建

设集生态旅游与道教文化养生

于一体的复合型项目。 近

3

年

来， 共投入

13

余亿元， 按照

5A

景区的设计标准， 兴建了

拥有

200

个大小项目、 总建筑

面积

30

万平方米的国际道文

化养生度假区： 打造了以中医

养生、 儿童娱乐、 登高祈福、

庄子逍遥游、 夜晚仙境之旅为

主题的五大旅游路线； 打造了

以道文化商业街区和道教文化

体验区为主题的休闲仙街； 兴

建了枕山宿、 月染仙居、 山海

藏、 洗心院、 情花苑等

6

大独

具风情的主题酒店， 满足不同

层次游客群体的度假需求； 建

设了拥有

2000

个车位的生态

停车场及多功能游客中心等配

套项目。

为广泛吸引旅客 ， 该管

委会在提升景区知名度上不

断下功夫 。 收集整理葛仙山

道教文化资料 ， 向游客展示

景区深厚的文化底蕴 ， 提升

影响力和吸引力 。 通过多种

媒介进行宣传 ， 加强同旅行

社 、 旅游机构企业的联系合

作 ， 积极参与各类交易旅游

活动 ， 主动积极开辟与寻求

新型客源市场。

（ 杨扬 曾恩平）

葛仙山旅游品牌展现市场魅力

1-8月景区旅客同比增长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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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报道：

近日， 由上饶县委宣传部、 江

西米粉协会等部门共同主办的

首届江西米粉文化节暨第三届

上饶炒粉文化节正式启动。

近年来 ， 上饶县因势利

导 ， 主动作为 ， 连续成功举

办两届上饶炒粉大赛 ， 使得

上饶米粉名声大振 ， 并带动

了该县旅游等相关产业的蓬

勃发展 ， 对当地政府的招商

引资 、 脱贫攻坚等工作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 。 今年 ， 又主

动与江西米粉协会等部门联

合主办首届江西米粉文化节

暨第三届上饶炒粉文化节 ，

将进一步助力上饶米粉及早

餐业的快速发展 ， 助推江西

米粉行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 ， 此次文化节将于

10

月

12

日至

13

日陆续举行

两场预赛；

10

月

19

日将先后

举办江西米粉展销和巡展、 江

西老俵民营经济发展灵山峰

会、 第三届上饶炒粉决赛和颁

奖活动。

第三届上饶炒粉文化节启动

“一体化”服务便民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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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明亮的办公环境、明确清晰的电子导引牌、细致贴心的

叫号服务……近日，记者来到装饰一新的市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办

事大厅，看到这里秩序井然。 据了解，目前已有

15

个部门行政服

务科成建制进驻行政服务中心， 市本级共保留行政审批事项，涉

及

33

个部门

153

项行政审批事项全部实现在窗口“受、办理一体

化”，其中

114

项已列入首批实施“一网通办”事项。 来办事的群众

都表示，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办事效率高。 记者 戴越 摄

本报讯 近日 ，邮储银行上饶

市分行在上饶市委党校举办了第

二批“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

教育专题读书班 ， 该市分行干部

职工以饱满的政治热情 、 强烈的

政治担当 ， 扎实投入到政治理论

学习中 ， 努力确保主题教育的质

量和效果。

为确保培训取得实效， 该班学

员分为五个学习小组， 并明确了各

组长和联系人， 以完善的组织架构

进一步激活党员内生动力， 带动全

体学员对照主题教育、 对照银行实

际、对照自身问题，认认真真学习理

论、扎扎实实指导实践，原原本本暴

露问题、点点滴滴刮骨疗毒，切实筑

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

想之舵。

邮储银行上饶市分行自开展主

题教育以来，始终坚持读原著、学原

文、悟原理，做到躬下身子、沉下心

来 、钻研进去 ，力求学懂 、弄通 、做

实。在全面、系统、深入上下功夫，带

着信念学、 带着感情学、 带着使命

学、带着问题学，真正做到将所学知

识转化为推动实际工作的能力。

（ 范全东 饶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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