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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2020

年最后一天。 虽然寒风扑

面，但阳光温暖心底。

这一年，是极不平凡、极不寻常、极为

不易的一年。 在这即将过去的

2020

年，

有很多人很多事牵动着人们的心， 留下

了无法抹去的回忆。

在战“疫”一线，无数英雄白衣执甲，

逆行出征，与病毒较量，无所畏惧，忘我

付出；在防汛抢险一线，广大党员干部和

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向险而行、与浪搏

击；在脱贫攻坚战场，无数的“第一书记”

脚踏实地，记录着乡村振兴前行的步伐；

在饶城大街小巷，道德模范的凡人善举，

折射出向上向善的人性光辉；

……

回首一年走过的岁月，有欣喜、

有拼搏 、有努力 ，还有更多的感

动与珍惜。 重温那些定格在记

忆里、触动心灵的瞬间，让我

们看到了上饶人民身上闪

耀的英雄般的勇气 。 正

是这份勇气，让我们能

够攻坚克难走过 今

年， 相信也正是这

份勇气 ， 能带领

我们继续前行，

拥 抱 更 加 美

好的未来 。

“这将是人生当中难忘的记忆！ ”市第三人民医院

院感科科长徐美瑛， 仍清楚地记得接到征召令的时

间———

2

月

6

日

17

时。

徐美瑛所在的医疗队进驻广水二院病情最严重

的一病区，她主要负责病人的日常治疗护理。 穿着防

护服、戴着起雾的护目镜、隔着双层手套打针，这些对

于徐美瑛来说并不容易。 渐渐地她也摸索出一套小窍

门，做到“一针见血”。 徐美瑛还把医疗队分配的土鸡

汤、牛奶等营养品赠送给患者，帮助提高免疫力。

驰援湖北，徐美瑛也收获了满满的感动。 生日那

天， 她收到了一件用彩笔写满了名字和留言的白大

褂。 “清风徐来，最美英雄。 ”赣州医生陈锦峰写了一句

诗，护士刘珊画了徐美瑛身穿防护服 “战疫 ”的卡通

画，宜春中医院护士杨小艳写下了“我们永远的好老

师”的留言。 “感谢他们给我留下了最珍贵的生日礼

物。 这群与我并肩作战的战友是我战胜疫情的力量源

泉！ ”徐美瑛说。

疫情就是命令，在

2020

年那个令人难忘的春天，

我市一批批医护人员逆行奔向最危险的战场，这些最

美“逆行者”的身影映入在我们的脑海里，一次次给予

我们振奋和感动。

一个人，一辆车，走到哪，哪里就是防疫战场。这

是广信区田墩镇黄石村纪金星

2020

年特殊的抗

疫经历。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袭来，纪金星有些坐不

住。 “农村、社区是防控重点，特别是一些不会

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如何让大家足不出户就

可以接收到防控信息？ ”纪金星立马购置了

音响、耳麦，在车身贴上宣传横幅，将刚买的二手面包

车改造成宣传车进村入户宣传。

发放宣传单、悬挂宣传标语、劝导扎堆人群……

正月初一，这辆防疫宣传车就跑了起来，每天

100

多

公里，跑遍了广信区、信州区的农村、社区。 考虑到每

天去的地方多、接触的人也多，纪金星带上简单的个

人生活用品，以车为家，吃住在车上达

50

余天。

“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志愿者，能够在一线出

力，我觉得很光荣。 ”纪金星说。 在这条反复循环的

“战线”上，纪金星用自己的力量，为大家提供实实在

在的帮助。

在这场“全民抗疫”中，从来都没有什么超级英

雄， 不过是无数人都在发一分光， 然后萤火汇成星

河，凝聚成强大的力量。

今年夏天，在上饶抗洪一线，一张抗洪

战士的照片刷了屏： 一位刚结束奋战的武

警战士，在大堤上清洗身上的泥浆，他的双

手双臂上，布满大水泡，感动了无数网友。

照片的主人公叫王子浩，是武警上饶支队

机动中队一名“

00

后”战士。

7

月

17

日上午

9

时

23

分， 余干县

古埠镇古埠联圩彭家湖段突发泡泉群和管涌险情。

武警上饶支队抗洪官兵迅速响应， 赶赴现场处置。

已在抗洪一线连续奋战了八天七夜的王子浩也跟

随部队抵达任务点。 任务开始，王子浩铆足干劲搬

运沙袋，

10

袋、

20

袋、

30

袋……

因为被太阳暴晒，王子浩的手臂几天前就开始起

水泡。 每天搬沙袋、清淤泥，水泡时常被磨破，再到泥水

里一浸，疼到骨子里。 但紧张的抢险让他根本顾不上这

些，仍在堤坝上奋战。战友多次劝他下堤休息，可王子浩

还是强忍疼痛，与战友们垒围堰、填沙石、压泡泉。

“虽然身上疼，但心里觉得光荣。 抗洪的伤痕，

都是我的军功章。 ”王子浩说。

抗洪一线，王子浩是广大官兵英勇战斗的缩影。

他们犹如一条钢铁防线，为群众牢牢守住了家园。

2020

年

9

月

15

日，在经历了多

达

84

次化疗、与直肠癌抗争

4

年多之

后，“中国好人” 郑慧益年轻的生命永远

定格在了

32

岁。

郑慧益，

1988

年生，信州区沙溪镇人，

2016

年被查出直肠癌晚期。当生命开始进入倒计时，

他没有哀叹生活、抱怨命运，而是化身“抗癌斗

士”，用顽强的意志去与病魔做斗争，用自己的

行动去鼓励更多的癌症患者不要放弃信念。

生病期间，他发挥唱歌专长，成为一名多

才多艺的短视频主播， 用自己的歌声不断鼓

舞广大病友，还登上央视《越战越勇》节目，被

誉为“抗癌斗士”；疫情期间，他捐资捐物，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 努力回馈社会。

2020

年

8

月，郑慧益被评为“中国好人”。

在生命的最后时期， 躺在病床上的郑慧

益已无法正常进食和排泄， 但他仍然希望能

帮助到更多的人。 临终前，郑慧益的遗愿就是

能拍一部抗癌的电影， 去鼓舞更多的人积极

战胜病魔。

一座城市的魅力，不仅仅体现在外表，更

存在于精神。 随着我市文明城市的创建，许许

多多像郑慧益一样的“好人”，正用他们感人

的故事和高尚的精神，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11

月

20

日傍晚

5

时许，

18

路公交车

如往常一样驶入了市区最拥挤的路段。 在上

饶市立医院站， 刚做完腿部手术的郑女士艰

难地挪步走上了公交车。

同乘这辆班车回家的市六小五年级学生徐

锦鸿见眼前这位阿姨总是小心翼翼护住身体 ，便

轻轻拉住阿姨的手说

:

“阿姨，您站在座位的旁边吧，

我站在您身体外侧，可以一手扶着座位靠背，一手拉

着扶手，这样我就可以帮您围出一个安全区了。 ”几

分钟后， 徐锦鸿见车上人满为患， 他赶紧半蹲下身

子， 护住阿姨大腿伤口的位置， 以免乘客无意碰撞

到。

徐锦鸿就这样一路半蹲着身体，用心呵护着阿姨，

直至公交车到达“商贸城”站，郑女士告诉他要下车了，

小暖男徐锦鸿还是有点不放心，便走在前边，为郑女士

“开”出一条小道来，直到郑女士下公交车。

半蹲着身子、拥挤人群中走出一条小道，徐锦鸿的

举动不动声色，却暖人心脾。 善举的背后，是一颗纯净

美好的心灵。在他人需要帮助之时，尽自己所能出手相

助，不止温暖了这位乘车不便的女士，也温暖了整座城

市。

本报记者 陈绍鹏 蔡晓军 程慧 龚俊慧 徐芸

回味

那些画面依然温暖你我

5

月

23

日，首批出口的

500

台欧版爱驰

U5

缓

缓驶出爱驰汽车超级智慧工厂， 发往欧洲市场，投

入法国科西嘉岛的绿色出行服务，

成为当地民众度假新宠 ；

9

月

23

日，

200

台换新升级的

2021

款爱驰

U5

再次出发，发往德国，开启新一

轮“ 欧盟之旅”……从法国科西嘉岛

到德国，

5

个月时间，爱驰汽车斩获

了

700

台订单， 成为了目前中国出

口欧盟智能电动车规模最大的新创车企。

今年，在全球车市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 寒冬”

中， 位于上饶经开区的爱驰汽车在危机中育新机，于

变局中开新局，深耕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陆续在法国、

德国、瑞士、挪威、荷兰、丹麦等国启动销售。

“ 能够把中国品牌的智能电动车出口到欧盟国

家， 意味着中国智造品质获得了发达国家的认可，这

是爱驰汽车国际化特色之路的重要开端。 ”爱驰汽车

联合创始人、总裁付强说。

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 连续批量的出口，是

爱驰在欧盟市场站稳脚跟的有力佐证，也是上饶智

造在汽车工业发源地的实力认可。 在统筹推进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及国内汽车产业结构深度调

整的背景下，上饶智造重在“ 质”的提升，积极应对

汽车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趋势，引导整车企业整合

资源、加强研发，聚焦智能化、电动化方向，瞄准差

异化细分市场， 提升产品竞争力，“ 江西汽车城”已

然初具规模。

今年

2

月 ， 我市高分通过创建国

家卫生城市国家暗访；

10

月， 顺利通过

国家技术评估，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胜利

在望……在这来之不易的成绩背后， 凝聚

着我市广大干部群众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

献。

信州区铁四社区党委书记朱华英就是其中

一员。 她坦言： “创国卫工作是社区打的一场

‘硬仗’。” 创国卫之初， 社区许多老人不理解创

卫工作， 不愿清理楼道、 房前屋后堆放的杂物，

更不愿移除种在空地上的蔬菜， 朱华英领着社

区干部们挨家挨户地做思想工作。

然而，劝阻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几乎每天

都会遇到不理解的群众 ，指责 、谩骂 、威胁……

她委屈得直掉眼泪，可她知道肩上的责任，再苦

再累也不能后退，只有把委屈放在心里，转过身

依然用微笑和耐心继续开导和说服群众。

正是有像朱华英这样的社区干部不辞辛苦

的付出， 渐渐换来了广大居民的理解支持， 激

发了他们参与创国卫的热情， 凝聚了强大合力，

齐心协力打赢了这场创国卫攻坚战。

在创国卫一线， 还有许多像朱华英一样的

党员干部， 他们身体力行、 默默付出， 用自己

的 “辛苦指数” 换来群众的 “幸福指数”。

“爷爷 ， 我们去搭电梯吧 ！”

12

月

23

日下

午 ， 信州区东市街道金龙岗社区五三大道原地

税局小区居民李有绍像往常一样从幼儿园接回

孙女 ， 望着眼前的玻璃观光电梯 ， 小女孩天真

烂漫地说道 。 “我们家住

6

楼 ， 有时候小朋友

不听话 ， 抱着她上

6

楼真的很吃力 ， 你瞧 ， 现

在多好呀。”

随着我市老龄居民越来越多

,

许多居住在老旧

小区高层的老人上下楼便成了难题， 老旧小区加

装电梯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民生实事 。

7

月

28

日， 该小区启动电梯加装项目， 成为城区首个加

装电梯的老旧小区。 该小区始建于上世纪

90

年

代末 ， 是一个典型的老小区 ， 共有

72

户住户 ，

住的大都是信州区地税局的退休干部。

高楼限制了老人的出行， 也阻碍了老年居民

与社会群体的交往。 “这些老居民们， 期待了太

久。” 金龙岗社区主任叶宁靖介绍， 眼前正在运

行的电梯前些天刚启动试运行， 后期还要进一步

调试。 记者在现场看到， 小区另外有两部电梯正

在安装中。

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办好民生实事、 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内在要求 。 在上

饶， 每一部为老楼加装的电梯， 都牵动着百姓的

心， 或喜或盼的故事有很多……

危急时刻的“逆行”

战“疫”中的流动宣传车

小战士的“勋章”

脱贫“摘帽”时

公交车上的小暖男

“抗癌斗士”的大爱

“辛苦指数”换来“幸福指数”

老旧小区的幸福“梯”

“汽车城”的破冰之旅

2020

2020

4

月

26

日，拥有

160

余万人的江西省

人口第一大县———鄱阳县， 正式退出贫困

县序列， 一举甩掉了贫困的帽子。 消息传

来，鄱阳广大干部群众无不欢欣鼓舞。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鄱阳县

举全县之力，聚全民之智，尽锐出战、精准施

策，用实际行动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

“喜讯传来，我感觉所有付出都有了回报，

努力得到了肯定。 身为一名扶贫干部，能为鄱阳脱

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感到格外自豪。 ”鄱阳县

商务局驻游城乡南源村第一书记廉瑞琴说道。

“当我听到鄱阳正式脱贫的时候，内心格外高

兴。 这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扶持的结果，也是扶贫

干部和贫困户共同努力的结果。 ”鄱阳县贫困户张

赛贵高兴地说，他自己种植了

20

多亩蔬菜，通过

自身努力，已经顺利脱贫。

作为全省脱贫任务最重的县之一， 鄱阳上下

重担在肩、迎难而上、全力攻坚，顺利退出贫困县

序列，为我市脱贫攻坚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

成绩的取得， 离不开鄱阳各级党和政府的坚强领

导，离不开广大扶贫干部的尽心尽职，离不开贫困

户的自立自强。 正是有了各方勠力同心，鄱阳才能

如期完成脱贫攻坚各项任务， 为全面步入小康社

会夯实了基础。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强调

坚 定 改 革 信 心 汇 聚 改 革 合 力

推动新发展阶段改革取得更大突破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

新华社北京

12

月

30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

12

月

30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

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

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积极

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挑战，开启了气势如虹、波澜

壮阔的改革进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全

面推进，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

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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