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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讯 近两个月以来 ，

玉山县双明镇境内无有效降

雨 ， 库塘蓄水较往年同期偏

少， 因旱给全镇生产生活带来

严峻考验 。 该镇按照 “ 保民

生、 保生产、 保稳定” 的工作

要求， 把抗旱减灾工作作为当

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抓好落实。

该镇组织人员分赴

12

个

村 （ 居） 开展抗旱督查， 落实

抗旱责任， 保证镇区居民生活

用水安全 ， 尽力扩大灌溉面

积 ， 将干旱灾害损失降到最

低。 组织力量全面排查水源现

状， 完善水源地保护措施， 确

保水源卫生安全 。 加强重点

水源工程管理和调配 ， 优先

确保居民生活用水 。 科学制

定完善抗旱用水计划和抗旱

供水方案 ， 适时启动应急供

水预案 。 通过多种形式 ， 广

泛宣传节约用水知识 ， 进一

步增强居民节水意识 。 全面

掌握旱情动态 ， 及时组织分

析研判 ， 为抗旱决策提供科

学依据， 有效指导抗旱工作，

确保抗旱取得实效。

（ 余金华）

������10

月

20

日上午， 鄱

阳县高家岭镇大塘村

21

位

70

岁、

80

岁、

90

岁的

老人在当地小学集体过生

日。

祝寿活动中， 有关部

门负责人为老人们送上暖

心礼物， 并将切好的生日

蛋糕送到他们手中。 老人

们的子女也依次上台为父

母送上鲜花， 祝福父母身

体健康、 福寿绵长。 “ 今

天村里为我们老人过集体

生日， 我的两个儿子和孙

子也来陪我 ， 我今年

70

岁了 ， 从没这样过过生

日！ 这比自己在家里做寿

更热闹更温馨！” 村民丁

梅花抱着儿子送的鲜花，

享受着孙子送上的亲吻，

笑容灿烂。

祝寿环节结束后， 高

家岭镇移风易俗宣传队、

文联还组织文艺爱好者表

演了快板 《 移风易俗树新

风》 、 黄 梅 戏 《 七 姐 下

凡》 、 三句半 《 移风易俗

是本分》 及 《 鄱阳渔歌》

等精彩节目。 村民李笑英

今年

70

岁， 子女都在外

地工作， 这次是老伴陪她

来参加集体生日活动， 她

说： “ 还是跟大家一起过

生日好， 不费钱不费事，

不给子女添负担， 大家坐

在一起吃生日餐、 看镇里

组织的文艺表演， 特别热

闹特别高兴！”

按照传统习俗， 寿星

要吃长寿面、 吃寿宴， 虽

说是过集体生日， 但是仪

式感一点也没减。 临近中

午时分， 看完文艺演出的

寿星们带着喜庆劲儿纷纷

入席， 人们为他们一一端

上长寿面， 再次送上温暖

祝福。

鄱阳县自开展移风易

俗活动以来， 先后出台了

一系列相关文件， 全县劲

吹移风易俗新风。 高家岭

镇响应号召， 提前筹划为

大塘

21

位老人举办集体

生日活动， 此举获得了该

村村民的大力支持， 老人

们也都赞同这么过生日，

觉得时髦又有意义。

(

吴蓓

)

信 息 快 递

余 干 月 嫂 培 训 助 力 脱 贫

21位老人的集体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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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干讯

10

月

16

日上午，

余干首期家庭服务业 （ 月嫂）

技能培训班在梅港乡开班。 本

期培训为期

10

天， 共吸引了

130

余名学员， 大部分都是贫

困妇女。 聘请了有丰富从业经

验的家庭服务业专家， 采取理

论和实操训练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授课。 培训结业后， 学员统

一参加职业技能资格证书鉴定

考试， 合格者颁发相关职业资

格证书， 并推荐上岗就业。

近年来， 余干为增强贫困

户持续“ 造血” 功能， 实现稳

定脱贫 ， 大力开展 “ 技能培

训、 送岗上门” 活动， 免费为

贫困人口提供岗位信息、 技能

培训等服务 。

2017

年以来 ，

共组织开展了

39

场就业精准

扶贫专场招聘会， 提供就业岗

位

38477

个。 同时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贫困劳动力就业技能培

训， 共培训

18952

人， 真正达

到“ 培训一人、 就业一人、 全

家脱贫” 的效果。

(

张向飞

)

双 明 多 举 措 抗 旱 保 民 生

������10

月

18

日，余干县

科协举办了

2019

年优质

水稻良种选育观摩推广

会。在金丰水稻良种标准

化示范基地

80

亩试验田

里，全国科普带头人朱炼

章给大家介绍良种，大家

认真观察、 拍照记录，并

交流各自的看法和见解，

为明年推种、选种、购种

认真做好功课。

王志伟 摄

信 江 时 评

在 今 日 之 变 中 触 摸 未 来 之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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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水乡展旖旎， 屋衍风铃声悦耳。”

10

月

20

日， 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正

式启幕，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 “乌镇时间”。

5

年前， 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乌镇永久落户 ，

千年古镇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古老和新锐、 科技

和人文在这里交相辉映。 据相关统计， 第一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召开时， 乌镇本地与互联网、 数字

经济相关的企业仅有

12

家， 而目前培育引进的

互联网企业已达

919

家。 除了互联网企业的 “异

军突起”， 乌镇众多的传统产业和互联网深度融

合后， 实现了数字化转型， 正在释放新的动能。

今年是

5G

元年， 乌镇已经率先实现

5G

商用全

覆盖，

5G

智慧农场、 智慧安防小区、 互联网医

院等一系列 “尝鲜” 项目， 让百姓提早过上了智

慧生活。

“网” 聚美好， “数” 联未来。 因网而变、

因网而兴的乌镇， 成为一扇世界透视中国互联网

崛起的窗口。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由大渐强，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呈现出了跨越式发展， 成为人

们学习、 工作、 生活的新空间， 成为人们获取公

共服务的新平台 。 在今日之变中感受互联网之

美、 触摸未来之光， 亿万人民在信息化发展中拥

有了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建设， 信息化服务

普及持续推进 ， 不断为百姓提供用得上 、 用得

起、 用得好的信息服务； “互联网

+

教育” “互

联网

+

医疗健康” “互联网

+

文化” 等广泛运用，

公共服务均等化 、 普惠化 、 便捷化水平不断提

升； 网络扶贫行动计划全面实施， 网络覆盖、 农

村电商、 信息服务、 网络扶智、 网络公益等扎实

推进……适应人民新期待， “数字红利” 加快释

放， “互联网

+

” 深入百姓生活， 深刻地改变了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越来越多的人享受到了网络

和信息化的发展成果。 这些发展变化， 生动诠释

着 “网信事业发展为了谁” 这一根本性问题。

互联网是人类的共同家园 。 发展好 、 运用

好、 治理好互联网，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类， 是

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相约乌镇， 凝聚共识， 更

多人一起努力、 相向而行， 就一定能让互联网的

潮水， 奔涌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为构建网络空间

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力量。

(

杨飞

)

亲情饭“

吃

”出增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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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剔骨的猪肋条肉洗净， 菜刀上下翻飞， 原本

整块的条肉瞬间被分割成长条形， 再撒上一把调

料， 放在缸内搓揉。 许显光动作娴熟， 整个流程一

气呵成， 俨然是个“ 专家”。

可前几年却不是这样的。 许显光， 是广丰区桐

畈镇王家村的村民， 之前在上海跑运输， 妻子沈双

金也在那边务工。 打工虽辛苦， 一年下来， 也能有

点小积蓄。 天有不测风云，

2013

年冬， 许显光突

发脑溢血。 在医院躺了

2

个来月， 虽保住了性命，

却留下了后遗症： 头脑反应迟钝， 腿脚行动不便，

日常生活起居都是大问题。 无奈， 妻子只好辞了工

作， 在家照顾他。 一家人失去了收入来源， 生活陷

入了困境。 好在

2014

年， 当地政府将许显光纳入

建档立卡贫困户。

人穷志不穷。 “ 两夫妻都是

40

多岁， 单靠政

府帮扶不是事。” 在沈双金精心照料下， 许显光恢

复了部分生活自理能力。 于是他便劝妻子外出打

工。 妻子因不放心他还是决定留在家里。 得知情况

后， 当地政府将沈双金介绍到附近的服装厂上班，

每月工资

2000

余元。 妻子有了稳定的收入后， 许

显光便开始琢磨自己的谋生之路。 可干什么好呢？

这样的身子骨， 打工肯定不行； 做点小生意， 一时

没门路。 许显光陷入苦恼中。

转机， 源于一次“ 亲情饭”。

2016

年， 帮扶干

部傅奀明在许显光家吃“ 亲情饭”， 得知他有制作

腊肉的手艺， 便鼓励他利用这一技之长来增收。 制

作腊肉， 许显光以前也动过这个念头， 自己的哥哥

是屠夫， 货源不是问题； 制作工艺自己也懂一些，

可就是担心卖不出去。 “ 老许， 只要你肯做， 销售

我来想办法。” 当许显光吞吞吐吐说出自己的顾虑

时， 傅奀明当场给他打了“ 包票”， 并筹集了

1

万

元资金为他搭建了一个腊肉棚。

有了扶持， 许显光制作腊肉的底气足了不少。

产品一出来， 傅奀明就帮他联系相熟的饭店、 食堂

进行销售。 傅奀明的热心让许显光很过意不去。 他

试着自己去打开销路。 有个饭店和他联系了一两次

后就再也没“ 下文”。 不甘心的他特意跑去咨询原

因。 一问， 才知道是自己的盐放多了， 顾客嫌口感

不好。

许显光领悟到品质的重要性。 为把好品质关，

他特地买来了制作腊肉的书籍与视频， 认真琢磨，

反复练习。 不仅如此， 时间一久， 他还琢磨出一些

推销的门道： 每次送货的时候都会到厨房转转， 看

看是否有“ 存货”， 再和厨师唠唠， 问问顾客的反

映； 第一次打交道的， 先友情赠送一点， 慢慢熟

络。 就这样， 许显光逐渐扩大了自己的“ 朋友圈”，

仅凭制作腊肉一年能增收

1

万多元。

“ 关键在口感。 口感好了， 顾客才买账。 比如

这个肉吧， 选土猪肉， 味道就是不一样。 按顾客的

说法， 就是有‘ 土味’。” 许显光侃侃而谈。 他说，

现在生活好多了， 妻子打工一年收入

3

余万， 自己

除了做腊肉， 村里还给安置了卫生保洁的公益性岗

位， “ 这日子是越过越欢畅！”

（ 徐卫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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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江西省水利职

工游泳比赛在鄱阳县鄱阳

湖体育中心游泳馆开赛。

来自省水利厅机关、 直属

院、局以及南昌、赣州、新

余、上饶等地共

17

支代表

队参赛。赛场上，运动健儿

们奋勇拼搏，“泳”往直前，

充分展现了全省水利职工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蒋冬生 摄

“ 泳 ” 往 直 前

试验田里看良种

（上接第一版）我市优质大米、马家柚、虾蟹、葛、红芽芋、红茶、绿茶

等特色农产品或加工制品， 在各类农业展会上累计夺得金奖

190

余项。 上饶也先后荣获“ 浙商最佳投资城市”、“ 粤商最佳投资城

市”、“ 闽商最佳投资城市”、“ 中国最佳投资城市”等殊荣。

农业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一个关键环节， 决定着农

业产业化经营的水平和层次。 上饶依托

883

家规模以上农业龙头

企业， 全力打造在全省乃至全国“ 拿得出、 叫得响、 比得赢、 靠

得住”的绿色农产品，涌现了“ 中国贡米之乡”、“ 中国油茶之乡”、

“ 中华蜜蜂之乡”、“ 中国葛之乡” 等一批国字号农产品之乡和全国

绿色食品原材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打造了一批获得国家驰名商标

的农产品，其中婺源绿茶品牌价值达

17.34

亿元、马家柚品牌价值

4.15

亿元。

截至今年

9

月底，全市共有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

5

家，列全省

第二；省级龙头企业

111

家，列全省第二；市级龙头企业

310

家。全

市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258.86

亿元， 带动农户

116.3

万户，促进农民增收

21.99

亿元。

多举措谋强镇，让农民生活富起来

乡村振兴，富民强镇是关键。 我市围绕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坚

持因地制宜、多措并举，积极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等多种易操作、可持续的方式，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葛源镇，位于我市横峰县北部，因漫山遍野生长着野葛，又处溪

水源头而得名。 近年来，该镇围绕特色产业找出路，大力发展葛产

业，相继完成了葛文化馆、葛文化村、葛产品电商集散中心、标准葛

粉加工厂、葛标准种植示范基地等建设，推动当地葛产业快速发展，

逐步形成了以葛为主“

1+N

”的产业体系。 葛源镇

2018

年种植葛

1.1

万亩

,

产值

1.32

亿元；通过加强与科研机构及大中院校战略合作，成

功开发葛酥饼、葛酒等

30

余种葛系列产品；搭建精准扶贫平台，按

照“ 政府引导、企业主导、贫困户参与”原则，采取“ 公司

+

集体经济

+

贫困户”的利益链接模式，纳入贫困户

1200

余户，户均增收

3000

元

以上；先后获得“ 中国葛之乡”、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称号，成功

入选

2018

年全国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名单……

在农业产业强镇的带动下，全市经营主体稳定发展，农民收入

持续增长。 截至

9

月底，我市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

13796

家

,

比

去年底增加

691

家，排名全省第一；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预计达到

9290

元，同比增长

9.8%

左右。

在转型中谋变， 在谋变中提质， 在提质中发展。 新的时期，

上饶正铆足劲头， 大步向农业强、 农村美、 农民富的现代农业强

市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