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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康 “ 菜 单 ” 不 简 单

信 江 时 评

5

月

19

日，家住岩瑞镇

中坛村的贫困户董珂榕一早

就在家忙碌， 他把自家养的

土鸡打包、装箱，等待玉山县

三清故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人员前来收购。

今年

52

岁的董珂榕与

老母亲相依为命， 为了帮助

他脱贫致富， 帮扶干部推荐

他发展养殖业。 在他的勤劳

努力下， 去年土鸡养殖扩展

到了

1600

多只，可是销路却

成了难题。

玉山县三清故事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燕红了

解到董珂榕的情况之后，与

他达成销售协议， 帮助他解

决土鸡销售难题， 并向他承

诺会上门收购， 以消除他的

后顾之忧。“ 看到贫困户种养

殖的优质农产品滞销， 心里

也跟着急。”张燕红说，“ 所以

我们主动上门收购， 帮他们

把农产品卖出去。 ”

受益的不止董珂榕。 为

解决贫困户农产品滞销问

题，助力贫困户增收，从今年

4

月开始， 玉山县三清故事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就陆续在

全县各乡镇开展消费扶贫活

动， 上门收购贫困家庭生产

的农产品， 让他们的农产品

能够“ 飞”出去，不仅能卖得

掉， 卖得快， 还能卖出好价

钱。

“ 从

4

月份开始到现在，

我们已经做了

3

场线下活

动， 共帮助贫困户销售扶贫

产品

100

多万元。 ” 张燕红

说 ，“ 我们通过到各个乡镇

（ 街道）摸排、走访，对这些产

品进行梳理，形成各乡镇（ 街

道）的特色，利用线上销售平

台，让优质特色农产品，走出

玉山，走出江西 。 ”

（ 朱恬怡 邱国柱）

婺源讯

5

月

20

日，婺源

县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岐黄

国医馆到偏远山区开展“ 关

爱健康送温暖” 义诊及敬老

公益活动。

当日， 岐黄国医馆医护

人员来到溪头乡下溪村， 为

当地村民提供免费咨询服

务、 各项体检服务， 并赠送

药品。 年逾古稀的国际知名

医学专家海归博士詹泰生情

系桑梓， 不辞辛劳与岐黄国

医馆医护人员一道， 为村民

义诊 ， 受到大家的热烈欢

迎。

志愿者们还走访了下

溪、桐木汰两家幸福食堂，为

老人们送上青年爱心人士捐

赠的价值

1400

余元的食品

礼盒。志愿者江湘纹女士说：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让我们

过了一个特殊的“ 表白日”，

很有意义， 祝愿老人们健康

长寿。 （ 潘琳 单长华）

万年讯 万年县裴梅镇

富林村村民聂新谷，

16

年坚

持献血，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热心公益的奉献精神。目前，

聂新谷累计献血总量超过

21800

毫升。

一本本鲜红的无偿献血

证书和荣誉证书， 记录着聂

新谷

16

年来爱的奉献。

16

年来

78

次 （ 其中献血小板

69

次）无偿献血 、累计献血

总量超过

21800

毫升的不平

凡举动， 向人们传递着真善

美。 当大家称赞聂新谷的爱

心壮举时，他总是淡淡一笑：

“ 我只是做了最普通的一件

事， 献血已成了我生活的一

部分， 献血对自己身体没有

任何影响，还能帮助别人，何

乐而不为。 只不过我做这件

事做得比其他人时间长一些

而已。 ” 是什么力量支撑他

16

年来坚持无偿献血的呢？

聂新谷的话让人甚为感动。

他说：“ 就是想做点好事，大

的好事做不了， 这个好事要

做并不难。 ”

(

朱文新 曹建金

)

广丰讯 今年以来，广丰

少阳乡积极引导当地在外创

业成功人士返乡谋发展。 两

70

后俞敬松、黄清华响应号

召， 返乡在双塘村创办扶贫

车间，解决了

50

余户贫困户

就业问题， 得到当地群众的

一致好评。

据悉， 俞敬松充分利用

在外创业掘得的 “ 第一桶

金”， 将自建房改变成

1000

余平方米的扶贫车间， 致力

打造上饶亿民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安排了近

20

户贫困户

就业， 主要生产一次性防护

口罩。 黄清华则和江西茂华

集团“ 联姻”， 开办扶贫车

间生产祙子等， 产品远销非

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共

安排了

36

户贫困户就业，每

人每月能挣到

2000

元左右

工资。 （ 刘仁和 张艺）

“乡亲们脱贫后， 我最关心的是如何巩固脱贫、

防止返贫， 确保乡亲们持续增收致富。” 近日在山西

考察时，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同市云州区， 考察有

机黄花标准化种植基地。 他指出， 希望把黄花产业

保护好、 发展好， 做成大产业， 做成全国知名品牌，

让黄花成为乡亲们的 “致富花”。

一朵 “致富花”， 一条富民路。 回望过往， 总书

记多次在地方考察时为老乡 “带货”。 不仅有黄花，

还有宁夏肉牛、 黑龙江蓝莓、 河北马铃薯原种、 河

南油茶、 陕西木耳……总书记关心的小康 “菜单 ”

可不简单。

这份 “菜单” 寄托着总书记的深深牵挂。 产业

扶贫是最直接、 最有效的办法， 也是增强贫困地区

造血功能、 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 搞好产

业扶贫， 总书记念兹在兹。 近年来， 总书记在国内

考察期间， 都会深入田间地头， 调研乡亲们依靠产

业脱贫致富的情况， 可见产业这一脱贫的根本之策，

在他心中的分量之重。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 还

要继续做大做强产业扶贫这篇 “大文章”， 助力拔穷

根， 有效防返贫， 千方百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这份 “菜单” 承载着乡亲们的浓浓期盼。 脱贫

摘帽、 过好日子， 乡亲们热切向往。 近年来， 不少

贫困地区把发展产业扶贫作为主攻方向， 一些特色

产业蓬勃发展。 不少群众因此脱了贫， 日子有了奔

头。 以大同市云州区为例， 这些年， 在龙头企业 、

合作社引领下， 黄花产量品质稳定， 销路和价格也

有保障， 去年带动贫困户户均收入

1

万多元， 小小

“黄花” 托起了当地人的致富梦。 小康 “菜单”， 必

将让更多贫困群众获得持续的发展机会， 过上更美

好的生活。

让贫困群众与全国人民同步小康， 这是党和政

府的庄严承诺。 今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 对剩余的脱贫任务， 要继

续绷紧弦、 不松劲， 发挥好产业扶贫的带动作用 ；

对已宣布脱贫的群众， 要在后续扶持上下功夫， 坚

持立足本地实际、 科学谋划产业发展， 定能如期打

赢脱贫攻坚战， 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

（ 马若虎）

5

月

20

日， 婺源为

10

对夫妻

举办了一场传统婚礼。 在司仪的指

引下， 着传统婚服的新人们牵手入

场 、 挑盖头 、 拜天地 ， 举行结发

礼， 共饮合卺酒……讲究的传统中

式婚礼环节让人们充分领略到中华

传统文化的魅力， 也见证了新人们

的深情爱恋。

单长华 摄

传 统 婚 礼 魅 力 足

电商龙头强 产品“飞”得远

婺源志愿者进村送健康送温暖

万年一村民坚持献血十六载

少阳两 70 后回乡创办扶贫车间

眼下

,

正值夏种时节，广丰区农民抢抓农时忙夏种，田间

一片繁忙景象。 图为五都镇杉溪社区翁岭坞的村民在插秧。

徐卫清 摄

夏 种 忙

（上接第一版） 并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

落实到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去。

内蒙古代表团气氛热烈，讨论活跃。 费东斌、霍照良、

薛志国、呼和巴特尔、梅花等

5

位代表分别就打赢脱贫攻

坚战、 加大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力度、 发挥流动党支部作

用、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做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等问

题发言。 习近平不时同代表交流。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作了发言。 他首先表

示完全赞成政府工作报告， 充分肯定内蒙古一年来的工

作，希望内蒙古的同志大力弘扬“ 蒙古马精神”，坚决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决打好三大攻坚

战，扎实做好“ 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坚决克

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确保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征程上书写内蒙古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

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

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在重大疫情面前，

我们一开始就鲜明提出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 在全国范围调集最优秀的医生、最先进的设备、

最急需的资源，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救治费用全部由

国家承担。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要继续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

弹的要求，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完善常态化防控机制，

确保疫情不出现反弹。

习近平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在这次

疫情防控斗争中，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全国动员、全民参

与，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构筑起最严密的防控体系，凝聚

起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 广大人民群众识大体、顾大局，自

觉配合疫情防控斗争大局， 形成了疫情防控的基础性力

量。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是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最广泛、最真

实、最管用的民主。 我们要坚持人民民主，更好把人民的智

慧和力量凝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

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区， 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

度，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步伐，继续在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前列。

习近平指出， 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要紧紧依靠人民。 这次疫情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

了较大冲击和影响，但某种程度上也孕育了新的契机。 我

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要积极主

动作为，既立足当前，又放眼长远，在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支持市场主体发展、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基层治理能

力等方面推出一些管用举措， 特别是要研究谋划中长期

战略任务和战略布局，有针对性地部署对高质量发展、高

效能治理具有牵引性的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

在应对危机中掌握工作主动权、打好发展主动仗。

习近平强调，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 我

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归根到底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要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

放在心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社

保、医疗、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实际问题，一

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

得到实惠。 要巩固和拓展产业就业扶贫成果，做好易地扶

贫搬迁后续扶持，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要

做好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 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工

作。 要抓紧完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

加强城乡社区等基层防控能力建设， 广泛开展爱国卫生

运动，更好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要保持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

导向，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把祖国北疆这道

万里绿色长城构筑得更加牢固。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要清醒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党和

人民赋予的， 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 只能用来为民谋

利。 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

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不图虚名，切实做到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要做到长期执政，就必须永远保

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

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一以

贯之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反对和惩治腐败，坚持不懈

整治“ 四风”，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要坚定不移反

对腐败，坚持不懈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坚持人民至上 不断造福人民 把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