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兴讯“ 叶代表，你是知道

的，我们潭兴街的排水一直不太

行，一到下雨天，路面都是积水，

甚至漫到沿街的商铺居民家中

……”近日，德兴市泗洲镇潭埠

村人大代表联络工作室接访现

场， 选民宋秋平第一个举手发

言。当日是该村人大代表工作室

建成以来的首次人大代表接待

选民活动。

活动现场，选民们你一言我

一语， 潭兴街雨水漫街入户、自

然村道路亮化等问题成为选民

关注的焦点。代表们认真听取并

记录了选民反映的问题和意见，

对于能现场解答的，代表们立即

耐心给予解答， 不能现场解答

的，进行分类整理，会后归纳总

结并转交相关部门及时办理，抓

好落实并予以答复。

“ 在家门口参加代表接待选

民活动， 代表把问题看在眼里，

选民们把心放在肚子里！ ”泗洲

镇人大主席程永胜说，把人大代

表工作室设在村里，不仅拉近了

代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还让代

表更真实、直接地了解到基层群

众关心的民生问题，方便代表收

集民意、了解民情、解决民困，真

正地架起了代表与选民之间的

“ 连心桥”！

（ 程志强 李慧卉）

泗洲设立村级人大代表工作室

信 息 快 递

玉山讯“ 谢谢老师！ 让我过了

一个特别的生日，虽然爸爸妈妈不

在身边，但我感到非常幸福！”近日

玉山县樟村中心小学的留守女童

黄雨佳收到了一份难忘的生日礼

物，学校的党员志愿者纷纷为她送

上祝福，共同为她庆祝生日。

为了帮助农村留守女童妥

善解决生活、安全、教育、心理、

健康等问题，樟村小学以党建为

引领 ，结合志愿服务 ，开展“ 党

建

+

幸福小区

+

关爱留守女童 ”

主题党日活动， 通过知识讲座、

科普研学、 集体生日等方式，让

孩子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学校

的温暖。 （ 吴德强）

大溪：给脐橙树穿上“防寒衣”

本报讯 记者邱崴报道：

1

月

7

日，记者在余干县大溪乡杨源

村脐橙产业扶贫基地看到，果农

们在第一书记谭湘的带领下，忙

着给脐橙树干刷白、树冠覆盖地

膜， 每棵脐橙树都穿上“ 防寒

衣”，帮助脐橙树越冬。

连日来， 余干气温持续走

低， 低温天气对该县大溪乡的

万亩脐橙扶贫产业基地的脐橙

树造成严重影响， 当地组织千

余名村民积极开展应对冰冻天

气的防护措施。 谭湘介绍，在树

根部铺满稻草保护树根， 给脐

橙树干涂白和培土， 能有效增

强树干御寒能力， 然后用塑料

膜将果树遮盖起来， 可以防止

大风、 降温和降水等天气对果

树造成恶劣影响， 确保新年有

好的收成。

樟村：“党建+关爱”温暖留守女童

疫 情 防 控 知 识

跑出新气象

警旗招展，警徽闪耀！ 在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到来之际，

1

月

8

日上午， 余干县公安局庆祝首个中

国人民警察节座谈会暨“警营开放日”活动举行。 公

安英模，全国、省、市优秀人民警察代表，部分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治安积极分子代表、新闻媒体记者等

受邀参加， 共同庆祝这个专门为人民警察队伍设立

的节日。 图为受邀代表和嘉宾们观看展览。

韩海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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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全市之力 ，集全市之智 ，争创全国文明城市 。

信 江 时 评

以 好 家 风 支 撑 好 民 风

投资 4470 万元改善基础设施

仙岩按下美丽集镇建设快进键

庆祝首个警察节

玉山讯

2020

年以来， 玉山县仙岩镇以建设“ 商贸繁

荣、产业鲜明、功能完善、文化深厚”的美丽集镇为目标，在

规划标准上突出“ 高”字，在项目布局上突出“ 惠”字，在施

工进度上突出“ 快”字，在亮点打造上突出“ 特”字，在要素

保障上突出“ 活”字，全面推进美丽集镇建设。

地处浙赣两省三县交界的仙岩， 历来是商贸繁荣、物

流兴旺边贸重镇，中心集镇主要覆盖吴家社区、毛家社区

和毛家垄村，每逢集镇圩日，来自玉山周边乡镇以及广丰、

浙江等地的商贩云集。 但由于集镇建设年代久远，规划和

基础条件滞后，集镇功能设施不全、环境形象不佳、往来交

通拥堵等问题日益突出，不仅让集镇居民和商户“ 闹心”，

也逐渐成为制约仙岩发展最突出、最直接的“ 短腿”。

为了彻底改变这一现状， 仙岩镇投资

4470

万元实施

美丽集镇建设，围绕基础设施改建、配套公共服务、环境整

治提升等重点， 列出

13

项项目任务清单， 画出作战路线

图、明确镇村责任人、制定完成时间表，实行倒排工期、挂

图作战。该镇通过党政联席会、工作调度会、现场推进会形

式等定期听取工作进度情况汇报，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

疑难问题， 抽调

40

余名镇干部职工组建工作专班下沉一

线，挨家挨户宣传发动，耐心细致讲解政策，镇、村干部上

下密切联动配合，全面打响了一场美丽集镇建设攻坚战。

提起实施美丽集镇建设，家住集镇沿街的居民吴开兴

不禁向镇村干部竖起大拇指，并率先自觉拆除了自家楼顶

的遮阳棚。 他说：“ 开始村里镇里跟我们说要改造提升，心

里有顾忌，后来他们耐心给我们做工作，看到那个效果图，

外立面设计什么都看过了，感觉很满意，我感觉对我们好，

住的环境好，我们就带头捐款，大力支持政府工作。 ”

在集镇吴家社区、毛家社区和毛家垄村党支部的牵头

组织和党员干部的带头示范下，集镇广大群众和商户积极

行动，纷纷加入到美丽集镇建设工作中来，自觉做好门前

屋后卫生环境，主动拆除乱搭乱建，规范占道经营行为。

在广大群众和商户的积极配合下，集镇范围内屋沿及

占道洗衣池、压水井、居民屋顶及商户店外遮阳棚、违章建

筑已全部拆除，完成了坡屋顶改造群众自筹资金收取。 农

贸市场改建、“ 一河两岸”防洪工程、集镇公厕改建等工程

项目已开工实施，各项工作正抢抓时间全力推进。 该镇正

以打造商贸繁荣、物流兴旺的“ 边贸重镇”作为突破口，集

中力量、集中资源、集中优势，按下美丽集镇建设快进键。

（ 夏有良）

不久前，全国“最美家庭”评选结果出炉，我市杨卫

英、贾国华、陈芳家庭荣膺“

2020

年第二批全国最美家

庭”。 他们用朴实而生动的事迹向大家展示了良好家

风，为我市精神文明建设注入了强大正能量，对促进良

好社会风尚具有风向标作用。

注重家风家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无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 无论生活格局发

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

家教、注重家风。 ”好家风可以带动好的社会风气，注重

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才能培育正能量，提升社会

文明，在全社会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共

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评选“最美家庭”，传递好品德。 贾国华是个普通

村民，他

27

年如一日无微不至照顾瘫痪在床妻子丁

筛英的行为，诠释丈夫对妻子的责任与担当 ，在当地

被传为佳话 ；杨卫英家庭夫妻相敬相爱 、爱岗敬业 、

助人为乐，是当地居民学习的榜样。 他们的家庭美德

就是成千上万个家庭期望的样子 ， 也是许多普通家

庭努力的方向。 “最美家庭”评选，为家庭文明建设培

植了丰厚土壤，为千千万万个家庭树立了榜样 ，助力

了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

评选“最美家庭”，弘扬好家风。 家庭文明和谐，关

乎每个家庭成员的福祉，也关乎社会文明的进步。 好家

风和谐了家庭关系，弘扬了社会美德。 陈芳家庭就是这

样一个家庭。 多年来，他们夫妻同心，互相扶持，共同进

步， 在经营好小家的同时不忘为全市教育事业和脱贫

攻坚贡献力量。 他们的家庭建设植入了人间大爱，培育

出淳厚善良家风，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其实

也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基石。

家风好，民风就好；家庭文明和谐，社会就更加文

明进步。 我们要让“最美家庭”展现在更多的群众之中，

成为群众学习的榜样，成为家风建设的标杆。 （ 孔臻）

1

月

4

日， 国网横峰县

供电公司开展“新年第一跑”

活动， 来自公司

8

支队伍共

计

163

人参加。 员工们在新

的起跑线上奋勇争先， 展现

了新年新气象。

钱韵 摄

本报讯

1

月

10

日，是我国

首个中国人民警察节。 当天上

午，上饶市公安局举行了升警旗

仪式。 副市长、公安局长邱木兴

出席。

升警旗仪式在雄浑厚重的

《 中国人民警察警歌》 声中开

始。 全体民警神情庄重， 面向

徐徐升起的警旗敬礼， 表达了

对党和祖国的无限忠诚和对中

国人民警察队伍的无限热爱 。

“ 我宣誓 ！ 我志愿成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献身崇高

的人民公安事业……” 在警旗

下， 全体人员举起右手、 紧握

拳头，庄严宣誓。

警旗是人民警察队伍的重

要标志，是人民警察荣誉、责任

和使命的象征，切实增强了广大

民警的职业荣誉感、 自豪感、归

属感，激励着广大民警以更加强

烈的担当精神履行好党和人民

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 陈玚 周子扬）

上饶市公安局举行升警旗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