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来好植树。日前，

玉山县六都乡干群齐上

阵，扛起铁锹、锄头，在

该乡梨华线公路两侧整

齐地种上桂花树。

胡明乾 摄

3

月

14

日，在铅山

县湖坊镇吴家村田畈

上，工人正在紧张施工。

近期，天气回暖，在抓好

疫情防控工作同时 ，铅

山县农业农村部门迅速

安排技术人员下到田间

地头， 帮助指导在建的

高标准农田改造项目复

工， 以确保春耕备耕工

作顺利进行。丁铭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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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对 点 ” 配 送 农 资

贫 困 户 春 耕 不 愁

决 战 贫 困 ， 双 手 创 造 美 好 明 天

信 江 时 评

一 线 抗 疫 群 英 谱

“ 这真是及时雨啊！ 在我

春耕生产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们给我送来了

100

斤化肥，

还教我科学种田。 ”

3

月

9

日，

铅山县永平镇花亭子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钟有旺对前来帮

助复工复产的镇党委副书记

詹彦辉、花亭子村第一书记殷

慧、镇农业工作站站长叶卫生

一行感激地说。

这些天，叶卫生都在田间

地头忙活。根据镇党委的安排

部署，永平镇农业工作站一边

携手贫困户共同战“ 疫”，一边

助力贫困户复工复产，采取多

种举措推进精准扶贫。

叶卫生带领农业工作站

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短信、微

信等多种线上途径，指导贫困

户做好主要农作物在春季的

田间管理和春耕备耕。作为工

作站技术员，叶卫生每天都要

到贫困户田间观察土壤墒情，

教贫困户进行土壤深翻深松，

帮助他们对农作物的生长情

况做专业技术分析，现场指导

贫困户科学种田。

通过走访调查，工作站了

解到贫困户的农业生产资料

储备不足。叶卫生在镇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协调解决了农资

调动运输难题，“ 点对点”给贫

困户送货上门，帮扶贫困户增

加农资储备，保障了贫困户的

饲料、农药、化肥、种苗等生产

资料供应。

今年

55

岁的吴福媛是永

平镇花亭子村的脱贫户，丈夫

患精神病，享受低保和残疾补

贴，同时担任保洁员和综治网

格辅助员， 每月有

1110

元工

资。

2019

年，吴福媛一家种了

几亩蔬菜，享受了产业现金直

补资金

3000

元。今年，吴福媛

准备扩种，好不容易等到全镇

复工复产， 丈夫的病又犯了，

自己又不会盖膜。就在吴福媛

一筹莫展、 心急火燎之际，叶

卫生一行带着化肥上门来了。

当场了解到吴福媛的生产困

难， 叶卫生立马来到她的地

里，指导、帮助吴福媛盖好了

地膜，解了吴福媛一家的燃眉

之急。 （ 陈万民 韩 珣）

婺源县金子爱心协会会长金好英团结

100

多名

爱心志愿者，组织捐款捐物，服务乡村、社区卡点，奋

力奔走在全县抗击疫情第一线，以实际行动奉献着爱

心。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金好英迅速吹响了

抗击疫情、共克时艰的“ 集结号”，发动协会志愿者，动

员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捐款捐物， 支援疫情防控工

作。“ 疫情无情，人间有爱；一方有难，八方驰援。 疫情

来势汹汹，更需众志成城。 婺源县慈善会在历次的救

灾活动和防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始终围绕县

委、县政府的部署，始终与困难群众在一起，团结奋

斗、共克时艰，发挥了慈善组织在救灾救援工作中的

重要作用。 在此严峻的时刻， 我们倡议， 社会各界

爱心单位、爱心人士弘扬乐善好施的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金好英在网络上向爱心人士发起了倡议。

婺源县金子爱心协会志愿者俞冬嫒第一时间联

系了江西亿洲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舒礼树，舒礼

树为婺源疫情捐款

10

万元。 随后，一些个体工商户、

出租车司机、人民教师、保洁工人，还有小学生纷纷捐

款。 截至目前，除了大量爱心人士直接捐入婺源县慈

善会专款账号的资金以外，社会各界人士线上线下通

过婺源县金子爱心协会捐款的资金超过

12

万元。

金好英带头向蓝天救援队等抗战一线工作人员

捐款，还多方联系朋友，购买抗“ 疫”急需的口罩，向村

组、 小区一线工作人员捐赠口罩

600

多个。“ 疫情当

前，白衣战士、公安干警等奋不顾身、冲锋一线，为全

社会树立了榜样。作为爱心协会会长，要大力弘扬‘ 奉

献、友善、互助、团结’的志愿者精神，用实际行动将爱

心公益进行到底。 ”金好英说，“ 希望这场疫情早点结

束，让大家都能回到往日的正常生活。 ”

(

单长华

)

广丰讯

4

场直播，

12

个

学习群 ，

36

节自学视频课

程，

5173

名中小学、 幼儿园

教师……近日，广丰区教体局

抓住全区教师居家防疫契机，

采用“ 互联网

+

直播互动”的

方式， 开展了

2020

年广丰区

中小学（ 幼儿园）线上教师信

息化应用能力提升培训活动。

活动为期

9

天，包括线上

直播互动教学和教师在线自

主学习。培训内容根据当下开

展线上教育及未来班级课堂

教学效率提升进行设计，授课

教师围绕交互式多媒体设备

互动课件制作、直播教学工具

使用、微课录制教程及线上班

级优化管理策略四个板块展

开了教学。 据了解，为巩固好

教师的学习成效，该活动还设

计安排了

8

场线上检测。“ 学

习了如何把信息技术融入课

堂教学，得到了很多启发。”少

阳小学教师周柳表示，“ 在今

后教学中，我将不断把这些收

获转化成实践，充分利用电子

白板拓展教学资源，优化教学

过程，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 ”

（ 广轩）

广丰5173名教师参加线上培训

横峰讯 疫情发生以来 ，

横峰县团员青年组成志愿者

服务队， 积极参与疫情防控、

卡口值守， 随着复工复产需

要，志愿者服务队又变身为青

年突击队， 活跃于工厂企业、

田间地头。

“ 厂里招工还有缺口吗？”

“ 我们有企业税收的最新政策

要告诉您” ……复工复产期

间，葛源团员青年化身为“ 厂

小二”，帮助企业招工和复产。

他们网格化分工协作，对返岗

人员进行严格排查，宣传企业

疫情防控措施，“ 一对一”跟踪

服务企业，确保企业安全有序

生产。

“ 大爷，您家今年准备种

多少亩稻子，过几日我们将种

子送过来，到时技术人员会上

门指导， 收割时我们还包收

购。”连日来，县兴安种业公司

团员青年走村入户了解贫困

户种植需求。 春耕时节，兴安

种业公司开展免费“ 三送一

包”活动，将种子、技术和服务

送到田间地头， 助力春耕生

产、农户增收。

“ 我已经联系好了，过两

日就可以安排你们到基地种

树。 ”岑阳镇姜家村团支部书

记毛春燕在走访贫困户时，了

解到他们需要解决务工问题，

立即打电话与村里的苗木基

地对接，成功帮助了

4

名贫困

户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解决了

他们的当务之急。

（ 晏华）

万年讯 自

2

月份以来 ，

万年县供销合作社扎实做好

疫情防控与为农服务“ 两手

抓、两不误、两推进”工作，以

江西省沃尔得农资集团万年

分公司 （ 万年润谷农资公司）

为供销农资集中供应点，各基

层供销社农资经营网点为依

托，多措并举，确保春耕生产

农资供应，确保疫情期间不误

农事。

该县以基层供销社为主

体，早安排早部署，积极做好

化肥、农药、农膜等农资调储

工作。全县储备化肥

3000

吨、

农药

20

吨， 目前已销售化肥

2800

吨 、农药

15

吨 ，计划后

续调入化肥

7000

吨、农药

20

吨，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农资供

应充足。 创新供应方式，全县

基层供销社和供销贸易公司

设立的经营网点， 统一实行

“ 电话订货，约时配送，安全距

离收货”等方式，为农户及时

配送农资，老百姓亲切地称供

销合作社是战“ 疫”“ 田保姆”。

目前，该县农资经营企业

已经全部复工复产，经营网点

也全部开业，并严格落实农资

经营网点疫情防控措施，实行

统一进货，杜绝假冒伪劣农资

商品流入， 维护农资市场秩

序 ，确保“ 量供得上 ，质靠得

住”。 该县还为运输农资的车

辆全部亮起“ 绿灯”，确保春耕

顺利进行。 （ 李天鹏）

横峰志愿服务助力复工复产

万年确保春耕生产农资供应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 是全

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 近日， 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座谈会指出， 引导和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人口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明天。

引导和支持贫困人口靠双手创造美好明天要靠

奋战在一线的扶贫干部真抓实干。 脱贫攻坚战锻炼

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 干部带着群众干， 农村基

层党组织焕然一新 ， 贫困人口生活面貌 “脱胎换

骨”。 李进祯、 姜仕坤、 黄文秀等一批党员干部以

生命赴使命 ， 以行动践诺言 。 一批又一批党员干

部 、 驻村第一书记 ， 正以必胜的信心和顽强的意

志， 决战决胜、 攻坚克难， 开创我国减贫史上的新

局面。

脱贫攻坚是场硬仗， 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

打赢的， 扶贫干部们要随时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脱贫攻坚产生影响， 在广

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应对下， 扶贫车间复工复产、 田

间地头有序春耕、 扶贫产业逐渐复苏。 这中间， 扶

贫干部真抓实干努力将疫情的影响降至最低， 千方

百计为贫困群众搭建创造干事创业的平台。

创造美好明天要激发内生动力。 帮扶既要帮物

质也要帮精神。 每户贫困户脱贫都是一场战役， 他

们在属于自己的战场上以不屈的勇气和必胜的信

心， 与自然搏斗、 与自身搏斗、 与贫困搏斗， 不获

全胜不收兵。 如今， 从六盘山下到大凉山区， 从太

行山区到大别山腹地， “等靠要” 的贫困户越来越

少， “懒汉回头” 的故事越来越多。 他们从精神上

站起来， 奋力摘掉贫困帽， 展开了个人的脱贫攻坚

战， 这些贫困户的感人故事汇聚在一起， 正在书写

一部人类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史诗。

创造美好明天要转变观念。 久困于穷， 冀以小

康。 改善外部资源， 调整发展思路。 随着贫困地区

基础设施、 政策资源等发展的短板相继补上， 各地

涌现出一批致富带头人， 他们打破束缚发展的旧观

念， 积极应对市场新变化， 抓住发展新机遇， 找到

致富奔小康的新法子 。 放眼全国一些地区 ， 山变

青、 水变绿， 农家乐开在大山深处， 特色种植养殖

产业齐头并进 ， 农业产业链条有效延伸 ， 昔日的

“穷山沟” 正变身 “桃花源”。

创造美好明天有理论的创新和制度的优势提供

保障与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

高度， 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 提出

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 做出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发展， 走出了

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 同时， 社会主义的制

度优势也在东西协作扶贫、 对口帮扶等实践中得到

充分体现， 脱贫攻坚战连续取得决定性进展。

创造美好明天还需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

与。 要坚持 “两不愁三保障” 的扶贫标准， 让帮扶

政策精准送达； 关注城镇化进程中的特殊困难群体

和边缘贫困人口， 出台更多社会保障措施， 加大社

会保障深度和广度， 织密社会保障网， 建立贫困人

口监测预警机制预防返贫。

千年梦想， 召唤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力前行；

百年承诺， 激励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把担当扛在肩

头。 我们坚信， 在精准扶贫思想的引领下， 一定能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最终夺取反贫困斗争的伟大胜

利。 （ 侯雪静 何晨阳）

建设高标准农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