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 好 预 防 学 生 溺 水 这 把 “ 锁 ”

信 江 时 评

“池塘河流又没上锁，可咋办？ ”面对屡屡发生的

中小学生溺亡事件， 基层领导干部道出了他们的无

奈。其实，池塘河流溺水预防是有“锁”的，只不过用得

不够好，锁得不够牢。 这把“锁”就是学生安全教育和

社会防护的合力。暑假已至，学校放假，学生安全不能

放假，务必上好中小学生溺水预防这把“锁”。

自

1996

年设立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以来， 安全

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 尤其是

2019

年教育部将中小

学生安全教育内容纳入学科课程标准中，安全教育在

学校里不断得到加强。 但也要看到，学生安全教育周

周搞、月月搞、年年搞，从实际效果来看，有些地方存

在“葫芦掉进井里”的情况———看似深入，其实还是浮

在水面上。

记者采访发现， 当前有些学校的安全教育还停

留在“告知书”“一封信”这样的形式上，家长签字就

算完成任务；有的安全教育“网课”形式新、内容好，

但要么由于学生课业负担重变成了家长 “作业”，要

么不适用农村留守儿童多的现状，成为摆设；有的地

方安全教育满足于责任传导、档案留痕，涉及学生安

全教育的临时任务和检查不断出新， 但大多 “只吃

药，不治病”。

同时，未能形成溺水预防的社会合力。 有的地方

把学生安全责任当成学校责任，社会防控大撒把，有

的地方对池塘河流有多少隐患底数不清， 一些容易

溺水处甚至连个警示牌都没有，巡逻救护力量缺乏，

一旦发生溺水事故经常是孩子救孩子， 造成更大次

生灾害。

暑假已至，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 在严密疫情

防护中度过一个学期的 “神兽”，“出笼” 后肯定要撒

欢，而大人们忙于复工复产。可以想见，今年暑假的学

生安全要抓得更紧、“锁”得更严才行。 特别是发挥系

统合力这把“锁”的作用，把学生安全教育和社会防护

结合起来。

一方面学校要上好暑假安全课，相关单位不能与

学校签订安全教育“责任书”就完事了，要用行动积极

配合；少听汇报、少要方案，多问学生、多测实效，落实

安全教育效果，切实避免应付了事。

另一方面，社会防控力量要行动起来。 可考虑把

学生安全纳入城镇的网格化系统和社会风险隐患系

统进行管理，全面排查学生安全隐患点、评定隐患等

级、做好提醒警示；进一步发挥志愿者等社会救助力

量作用， 构筑起中小学生溺水预防救护的安全网络。

只有这样，才能合力保障孩子们平安度过风险期。

（ 姜伟超 白丽萍）

乐了游客 富了果农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助力防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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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滩积极破解贫困户致贫返贫难题

小时候曾患小儿麻痹症，

导致腿脚不便的顾旺生， 不向

命运低头， 努力走在拼搏人生

的路上，把日子越过越好。

在广信区清水乡清水村毛

青桥自然村， 记者见到了今年

52

岁的顾旺生，他倚着拐杖站

立，空出一只手抛撒玉米，喂鸡

喂鸭。“ 这个季节，天气一会晴

一会雨，虫子繁殖很快，鸡鸭的

主食变成虫子。”顾旺生的家门

前是水库、鸡棚、鸭棚和牛棚，

鸡鸭在水库旁觅食， 鱼儿不时

跃出水面，两岸青山绿树葱郁，

似世外桃源。“ 我在水库里投放

了

2

万多尾草鱼、鲈鱼、鲢鱼和

鳙鱼， 还饲养了

100

多只鸭、

300

多只鸡。 鱼吃的是草，鸡鸭

吃的是虫子和玉米， 都是绿色

养殖，既环保又无污染。每天产

鸡蛋鸭蛋

200

多个，供不应求。

逢年过节时， 鸡鸭鱼和牛肉很

受欢迎。 ”

其实顾旺生之前的经历比

较艰辛和坎坷。 小时候，因为患

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

20

多岁

时，为了生计，在杭州骑着三轮

车沿街卖水果，遇到上坡时，患

小儿麻痹症的那只脚使不上

力，常常是坐等路人，寻求帮忙。

为了节省开销， 他经常露宿桥

洞底下。 顾旺生在杭州还开过

快餐店、饭店，卖过冷冻食品。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

2010

年，顾旺生带着打拼赚到

10

多万元回到家乡创业。“ 当

时承包了村里的水库养鱼，并

凑了

30

多万元养了

1

万多只

鸭子， 在水库旁盖了简易的瓦

房。但是由于缺乏养殖经验，鸭

子全病死了。一下子亏掉

30

多

万元。 ”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在妻子和亲戚朋友的劝慰下，

顾旺生又振作起来， 同妻子每

天上山采摘蕨菜卖，早出晚归，

一天下来能赚

200

多元， 并在

水库旁开荒种植辣椒等蔬菜

卖。经过的不懈奋斗，顾旺生夫

妻俩不但还清债务， 手头还余

了几万元。

2014

年，当地政府

把顾旺生家列为贫困户， 并想

方设法在经济上给予他一些支

持， 顾旺生买来两头牛和一些

鸡鸭等， 又搞起了养殖。

2017

年， 顾旺生家享受到危房改造

政策，新建了一层楼房，并于同

年底脱了贫。

谈及今后的生活，顾旺生

信心满满地说 ：“ 我计划采取

入股的方式开个农家乐，继续

走生态养殖之路，在房子周围

的山上栽种果树带动村民就

业的同时，为来灵山景区游玩

的游客提供享受美好生活的

好去处！ ”

人勤 不愁 无 富路

本报记者 蒋学华

铅山讯 所有脱贫户继续享受产业分红的同时，

还全部参加扶贫保险，若出现因病、因灾等情况，由

保险公司负责赔偿； 脱贫户到县外务工， 有交通补

贴， 在家门口就业则安排公益性岗位或安置到本乡

境内企业务工； 灵活就业的脱贫户， 既享受无需抵

押、担保的农商银行贷款，生产出来的产品还享受消

费扶贫政策， 不愁销路……这是铅山县新滩乡近年

来积极做好产业就业工作预防脱贫户致贫返贫的真

实写照。

该乡按照“ 村有主导产业 、户有增收渠道 ”的

要求，发挥绿色生态 、红色文化 、资源等比较优势 ，

加强产业规划、产业选择 、招商引企 、市场开拓 、品

牌培育 、 技术支持等方面的指导帮扶 。 在此基础

上 ，继续推行“ 公司

+

基地

+

合作社

+

脱贫户 ”收益

共享型、“ 公司

+

合作社

+

脱贫户” 产业合作型、“ 公

司

+

脱贫户 ”委托帮扶型 、“ 公司

+

互联网

+

订单 ”营

销带动型 、“ 公司

+

脱贫户

+

务工

+

提成 ” 分享收益

型等帮扶模式 ，培育打造示范企业和示范基地 ，为

脱贫户量身定制巩固脱贫成果的措施 ， 切实增强

已脱贫农户发展生产 、 增收致富和自我脱贫的能

力 。 目前 ，全乡

15

个行政村实现了村村都有扶贫

产业 ，脱贫户既当股东享红利 ，又在扶贫企业务工

挣工资。

在激活产业的同时， 该乡扎实抓好就业发展。

建立以村为单位的脱贫户劳动力实名制登记数据

库，准确掌握脱贫户劳动力资源信息 ，技能状况和

培训需求，全面落实就业前免费技能培训和技能提

升财补政策，整合各部门培训资源，形成培训合力。

实行分类施策 、精准培训 ，确保脱贫户至少掌握一

门就业所需技能，打造特色劳务品牌。 依托乡内园

区和企业等 ，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 ，并设立扶贫车

间等，共吸纳

900

多名就近就地转移就业人员。 对

灵活就业的脱贫户还实行免抵押、免担保的信贷支

持，并对其产品推行消费扶贫优惠政策 ，扶持其通

过创业实现就业和带动就业。

（ 杨扬 邱晓红）

7

月

25

日，在万

年县青云镇姚源村产

业扶贫基地里， 果农

忙着挂驱鸟剂， 游客

忙着采摘成熟了的火

龙果。近年来，随着火

龙果、无花果、马家柚

等特色种植产业不断

发展壮大， 该基地长

期聘用

10

名贫困户

和村民务工， 让他们

实现务工增收和照看

家庭两不误。

朱文鹏 摄

本报讯

7

月

24

日 ，由上

饶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饶市教育局 、 上饶市总工

会、上饶市工商联主办的上饶

市

2020

年民营企业现场招聘

活动在信州区万力时代广场

举行。

当日上午

9

点开始，招聘

会现场各企业招聘点位外已

经有不少求职者。 来自

IT

、广

告 、房地产 、物业 、物流等

10

余个行业的

216

家企业进场

招聘，为广大求职者提供

1387

个就业岗位。“ 举办这样的招

聘会 ，为我们前来求职 、找工

作的市民提供了一个非常精

准快捷的平台。 ”市民程先生

如是说。 市民董先生也表示，

希望能在线上多多举办类似

的活动。

据统计，截至当日上午

11

时，共有

2870

余名求职者入场

求职 ， 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有

325

人。 （ 晓冈）

本报讯 上饶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积极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 组织青年党员突击队投

入防汛工作。

近期， 上饶公积金鄱阳管

理部党支部第一时间组织突击

队赶赴鄱阳古县渡镇参与防汛

抢险救灾，参与沿堤清除杂草、

轮班值守排查风险隐患等工

作。同时积极响应省委号召，召

集全系统青年党员奔赴余干抗

洪抢险一线，严格落实“ 退水不

退人，调级不减力”的要求，按

照防汛应急预案职责分工，对

余干县康山沿湖圩堤进行

24

小时巡查， 开展泡泉等险情排

查等工作，并做好巡查记录，每

小时进行一次情况汇报， 保持

思想高度警觉不放松， 保持救

助救灾不放松， 全面做好防汛

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

（ 沈静）

上饶市青年美术家协会成立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见习

记者徐佳一报道 ：

7

月

26

日 ，

上饶市青年美术家协会成立，

并举行了第一次会员大会。

据了解，市青年美术家协

会是由我市从事美术创作、美

术教育 、美术理论研究 、艺术

设计、美术活动组织等方面的

优秀青年组成的地方性学术

研究及交流的群众组织，负责

组织指导全市青年美术家进

行美术创作和理论研究，举办

大型美术展览和学术研讨会，

出版专业刊物 ， 提倡美术教

育， 做好青年美术家的联络、

协调、服务工作。 市青美协致

力于构建积极 、和谐 、向上的

青年美术家之家，为共同促进

我市美术的繁荣和发展贡献

力量，反映了我市广大美术艺

术工作者团结一致、奋发向上

的精神面貌。

我市举办民营企业现场招聘活动

日前， 横峰县姚家乡后占光伏

电站正式并网发电。据了解，该电站

占地面积

138

亩，惠及全县

65

个行

政村， 每个村可从电费收入中获益

2

万元。 艾世民 摄

扶 贫 光 伏 发 电 了

本报讯 记者程慧 实习生

项芳报道 ：

7

月

28

日 ，《 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执法检查汇报座谈会召开。市

委常委、副市长俞健代表市政

府作了实施情况汇报，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郑卫平出席并

讲话。

会议指出， 我市高度重视

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坚持高位

推动，强化普法宣传，坚持依法

保护，强化执法打击，进一步推

进 《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的贯彻落实，努力开创

我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的

新局面。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

站位， 充分认识这次执法检查

的重要意义；要增强整体合力，

共同推动法律全面有效实施；

要依法履职尽责， 确保执法检

查取得实效； 要以这次执法检

查为契机， 全面贯彻落实野生

动物保护法各项规定 ，为“ 决

胜全面小康、打造大美上饶”提

供良好的生态环境保障。

会上， 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民检察院、 市林业局、市

市场监管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汇报了

有关情况。

野生动物保护法执法检查汇报座谈会召开

俞健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