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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战“疫”志愿者递交入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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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健康防护小知识

农 时 贵 如 金 ， 耕 地 不 能 歇

信 江 时 评

一 线 抗 疫 群 英 谱

玉山讯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战斗中，玉山县下塘乡一批

抗疫志愿者受党员模范先锋的

感染和影响，纷纷提交申请书要

求加入党组织。

2

月

4

日实施临时交通管

制后，石塘村村民的生活受到影

响，做贩菜生意的顾群学萌生了

向石塘村党支部捐赠价值

2000

元蔬菜的想法。村支部书记郑其

正跟他建议道：“ 石塘村这么多

村民 ，

2000

元的蔬菜根本无法

满足我们大家的需求，你可以发

挥你的优势，从其他地区运来一

些平价蔬菜，保障大家的蔬菜需

求。 ”顾群学和妻子郑水珍立即

行动，每天凌晨

4

点多，从石塘

村出发采购蔬菜平价供应给村

民。 期间，他看到村干部忙得不

可开交，他不想当局外人，不想

做旁观者，当即向党组织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

溪北村的在校大学生杨忠

浩，看到自己的母亲一直奋战在

抗疫一线，也立马申请加入村级

抗疫志愿队， 并将自己获得的

1000

元奖学金全部捐出。 他说：

“ 虽然我现在还不是一名共产党

员，但是我回校后一定立即向学

院党支部提交入党申请书，我想

和我妈妈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

共产党员！ ”

“ 以前我们家困难时，是党

委和政府一次次帮助我们渡过

难关。现在我希望能够尽自己一

点绵薄之力回报社会，特请战加

入防控阻击工作中。 ”这是石塘

村村民刘鑫写给村两委要求参

加疫情防控的请战书。刘鑫如愿

成为村级卡口“ 守门员”。有些群

众不理解政策，刘鑫总是耐心地

做工作。 临时交通管制解除后，

刘鑫又成了一名“ 网格员”，他每

天带着红袖套， 骑着小三轮，一

边宣传疫情防控工作，一边给村

民送快递。 近日，他郑重地向村

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 吴祖荣）

2

月

25

日， 在广信区煌固镇沿坂

村鲜露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大棚里， 分散

着的二三十余人正忙碌着， 有的在采摘

香菇， 有的在推拉菌菇棒， 有的在平整

土地……忙得不亦乐乎。

他们中大多是贫困户， 来自沿坂村

七甲自然村的贫困户章双娜是其中的一

员。 章双娜告诉笔者， 合作社已经上班

好几天了， 自己在这里每天工作

8

至

9

个小时， 工资

80

元

/

天， 能在家门口工

作真是太方便了。 中午不忙时， 她还能

回家烧饭呢。 章双娜， 现年

58

岁， 丈

夫十几年前去世， 育有一儿一女。 儿子

去年在深圳务工，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

至今还未返厂复工。 女儿去年刚中专毕

业， 目前正在找工作。 疫情防控期间，

能在家门口复工 ， 家里就有了生活来

源， 让她感到非常安心。

鲜露农业专业合作社是该镇招商引

资项目， 占地

80

余亩， 总投入

800

余

万元， 主要种植香菇、 平菇、 竹荪等食

用菌类， 四季均有采摘， 带动周边村民

40

余人就业， 其中贫困户

15

人， 每月

发放务工工资

10

余万元， 年利润可达

100

余万元。 为了使群众生产、 生活不

受疫情影响， 煌固镇党委、 政府严格按

照区委、 政府的统一部署， 在严抓防疫

工作不放松的同时， 帮助群众和企业有

序开展春耕备耕等工作。

（ 卢细柳）

本报讯 邓一泓 记者程慧

报道：记者从上饶三清山机场获

悉，因疫情导致停运的航班本月

起将逐步恢复。

疫情发生后，上饶三清山机

场全面部署、快速反应。 全力保

障疫情防控物资供应，加强重点

防护物资管理，对物资领用情况

进行统计， 建立防护物资台账、

统一调度、精细管理；加强员工

后勤保障， 优化食堂就餐方案，

对用餐时间与用餐方式进行调

整，避免交叉感染；对就餐场所、

餐桌餐椅、后厨空间等重点区域

加大消杀灭菌频次，有效阻断病

毒传播途径。安检护卫部与员工

签订责任书，进行体温检测知识

培训并考核，确保航站楼的测温

工作有序、规范开展。 机场管理

部利用航班间隙，加强对飞行区

跑道、滑行道、机坪的日常检查，

保证每一架飞机正常起降。

上饶三清山机场停运航班将逐步恢复

本报讯 记者万明报道 ：

3

月

2

日上午， 上饶市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向市红十字会捐赠爱

心款， 定向给新冠肺炎医疗救

治定点医院上饶市第二人民医

院， 用于采购医疗设备和与防

疫相关的物资。

自新冠肺炎疫情 发 生 以

来， 上饶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充分发挥平台优势， 主动联络

海内外友好人士和友好组织 ，

及时通报上饶疫情和防控工

作， 并发出捐赠医用防护用品

的倡议， 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

的积极响应 。

3

月

1

日前 ， 友

协理事已向我市捐赠过资金和

医用防护物资； 友协海外顾问

欧洲江西总商会会长朱爱莲募

集的医用防护用品也将于近日

运抵上饶。

我市一协会捐款助购医用物资

“到了惊蛰节， 耕地不能歇。” 二十四节气中的

惊蛰即将到来。 当前， 春耕备耕已从南到北陆续展

开。 面对今年疫情防控的新情况， 更要不失时机抓好

春季农业生产， 保障好

14

亿人的 “米袋子” 和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

农业受天气和气候影响， 必须按季节和农时安排

才能有好收成。 农业与工业不同， 工业生产推后了，

追一追、 补一补就能赶上， 但农业是 “人误地一时，

地误人一年”。

今年春耕备耕， 受交通限制和人员流动不畅影

响， 部分农资企业尚未复产复工， 农资到村到店难，

一些地方农民下田和农机上路难， 农业用工贵、 用工

难也比较突出。 迫切需要在做好防疫的基础上， 抓紧

解决突出问题， 确保不误农时。

抓好当前农业工作， 要做到春耕生产不等待、 不

观望、 不冒险。 在严格落实分区分级差异化疫情防控

同时， 无疫情或者疫情较轻的地方抓紧进行春耕备

耕， 即使是疫情最重的湖北和疫情较重的省份， 也要

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农民开展农业生产。 在做好防护的

前提下， 引导农民分散下田、 不扎堆， 组织农技人员

做好 “线上

+

线下” 服务和指导。

聚焦堵点难点， 解决人、 钱、 农资三个关键问

题。 推动农资生产企业加快复工复产、 经营门店尽快

开业， 建立点对点保供运输 “绿色通道”； 加强对规

模经营主体的帮扶引导， 推广 “一站式” 生产托管

服务； 尽快将已下达的中央、 省财政支农惠农资金

拨付到生产经营主体和龙头企业， 相关补贴及时发

放到农户。

今年的春耕备耕是一场大考， 是对干部作风的

检验。 各地相关部门和干部要俯下身子、 沉下心来，

倾听和解决农民关切。 要建立协同配合和应急处置

机制， 强化省际间协调配合； 还要用好热线电话等

反映问题的渠道，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细致的工作来

点对点解决， 力戒形式主义， 真正让每一条热线直

通民心。

农时贵如金。 辛勤耕耘才能不负春光。 夏秋之时

的收获将是检验春耕备耕最有效的试金石。

（ 于文静）

“ 您好， 特殊时期， 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 外地

车辆和人员一律不能进村。”

2

月

6

日， 在广信区枫

岭头镇坑口村卖果亭值守卡点， 郑时德简单的话语、

憨厚的笑容， 让来往车辆和行人十分乐意接受他的劝

返。

“ 党和政府一直都很关心我们、 帮助我们， 我一

直心存感激。 现在， 镇村干部白天黑夜地为防控疫情

忙碌着， 我想着也得出一点力， 所以我就主动要求参

与村里的卡点值守工作。” 郑时德是坑口村一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 自实施交通管制后， 他一直在卡口值

守。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以来， 枫岭头镇越

来越多的贫困户主动要求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

仅丁家村就有

31

名贫困户参与防控工作。 一大批贫

困户投身公益性岗位， 从

1

月

26

日开始手持小喇叭，

每天走村串户宣传疫情防控知识， 提醒村民提高防范

意识， 科学应对疫情。 截至目前， 枫岭头镇自愿投入

到疫情防控一线的贫困群众达

72

人。

为全力做好疫情的防控工作， 枫岭头镇党委政府

在扎实做好宣传引导、 摸底排查、 联防联控的基础

上， 积极动员社会各界主动参与防控工作， 广大党

员、 企业能人、 普通群众或捐款捐物， 或积极参与群

防群控工作， 为疫情防控贡献自己的力量。

（ 陈玉慧 黄宗振）

外出就业“直通车”

为及时解决外出就业人员返岗复工问题， 铅山县

于

2

月

21

日开通了“点对点”运输的“外出就业直通

车”。图为前往义乌的务工人员在铅山县汽车站内搭乘

“直通车”。 朱晋 摄

2

月

28

日， 位于余干

产业园的江西

钢盛汽车科技

公司的生产车

间内， 工人们

戴着口罩在全

力生产。

记者 徐斌 摄

开足马力

生产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