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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江 时 评

种粮补贴及时雨 ，要精准落到田间地头

闯 出 新 路 带 民 富

——— 记 全 省 优 秀 共 产 党 员 张 素 芳

本报记者 涂映红

三 尺 讲 台 育 “ 桃 李 ”

——— 记 玉 山 县 老 党 员 江 清

本报记者 陈绍鹏 见习记者 徐佳一

疫 情 防 控 知 识

纪律规矩篇

失散的前妻找来了

———周建屏带头遵守《婚姻法》

1931

年春，周建屏与妻

子龚文卿失散

3

年了， 在同

志们的再三劝说下， 经过苏

维埃政府批准， 同葛源村农

民刘金秀结了婚。

第二年

5

月， 龚文卿在

朋友的帮助下， 来到赣东北

革命根据地。 周建屏见到阔

别多年的妻子，惊喜交加，娶

了后妻又找到了前妻， 怎么

办？ 有人提出，特殊情况，就

凑合在一起过吧！ 周建屏却

严肃地说：“ 我是共产党员，

又是省苏维埃政府的委员，

只有带头遵守《 婚姻法》的义

务， 没有超越政府法令的特

权。”他把龚文卿安排在总工

会住下后， 立即找来刘金秀

耐心地给她宣讲苏维埃 《 婚

姻法》关于一夫一妻的规定，

说明领导干部必须遵纪守法

的道理。 做通刘金秀的思想

工作后， 两人到苏维埃政府

办了离婚手续。

人物简介

周建屏（

1892-1938)

，云

南宣威人，祖籍江西金溪。云

南讲武堂毕业， 入云南新军

在朱德部下任营长， 后随云

南新军起义参加辛亥革命。

1926

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

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营长，

参加北伐战争。

1927

年春经

朱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转入朱德军官教导团，参

加南昌起义。 历任中国工农

红军信江军区独立第一团团

长、 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师师

长、红十军军长、红十一军军

长、闽浙赣省苏执行委员，红

七军团十九师师长， 中央苏

区独立二十四师师长， 中央

执行委员。 中央红军长征后，

他率二十四师留在闽浙赣革

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

1935

年在一次战斗中负伤，

1936

年伤愈后赴延安， 任中

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科

科长、 陕北武装部部长等职。

1937

年

8

月任八路军

115

师

343

旅副旅长，参加了著名的

平型关战役。

1937

年

11

月率

部开辟晋察冀军区四分区，任

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

员。

1938

年

6

月

13

日因病

逝世，时年

46

岁。

万年组织医疗队下乡义诊

将 心 比 心 终 端 检 验

万年讯“ 正愁着没时间去医

院做个体检， 没想到第二天镇里

卫生院的医生们早早地就来到我

们村，给我们开展医疗服务。 ”万

年县梓埠镇五一村李大妈开心地

说道。日前，万年县各乡镇中心卫

生院纷纷深入乡村开展“ 为民办

实事义诊”活动。

在各义诊活动现场，医务人

员一边为村民发放健康宣传手册

和宣传单， 一边认真耐心地解答

老年人关心的高血压、 慢性病等

疾病预防、康复指导方面的问题，

并给大家讲解一些保健知识、保

养方法以及注意事项。 义诊医疗

队专家们还通过问诊、体格检查、

诊断， 对病人病情作了细致的分

析，并给出诊断及治疗建议，耐心

地为村民答疑解惑， 并送上免费

药品。前来就诊的村民表示：“ 在家

门口就可以看病， 解决了我们许

多的不方便，真是太感谢他们了！”

据了解， 该县已先后开展为

民办实事义诊活动

100

余场。 通

过义诊活动， 进一步拉近了医务

人员与广大群众的距离， 切实有

效地为广大群众解决就医烦心

事、操心事、揪心事，把“ 我为群众

办实事活动”走深走实。

（ 刘存文 黄心雨）

“ 这份荣誉是党组织对我的肯定

,

更是对我的激励

和鞭策，我将在农产品产业领域不断探索，带领更多群

众走上富裕之路！ ”日前，获评“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殊

荣的张素芳内心无比激动。

1976

年出生的张素芳，原

本是余干某集团部门经理。但心怀梦想、生性敢闯的她

并没有满足现状，而是萌生了辞职创业的想法。她瞄准

本县是鱼米之乡的特征， 决定在农业水产领域闯出一

条致富新路子。

创业路并非一帆风顺， 尤其是创业初期， 困难重

重。

2012

年

7

月份，由于经验不足，对连天大雨造成的

洪涝灾害没有准确预估，十几口鱼塘都被淹没，年初刚

投放的近十万元鱼苗全部打了水漂。 面对突如其来的

水灾，张素芳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打退堂鼓，而是总结

失败经验，提出改进措施，以不服输的韧劲继续干。 她

积极争取政策扶持，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引进新兴科学

养殖技术和完备的硬件设施。同时，加强企业与农户的

合作，提高农户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地位。在各级领导部

门的关心支持下，她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青海水产

逐渐成长为余干县水产养殖的龙头企业之一。 自

2015

年， 青海水产基地成为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以

来，截至目前已建成

12

个健康养殖示范区，示范区面

积

504

亩，辐射带动

1

万亩。

“ 发展一个产业、带动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 ”

张素芳秉承着创业之初的理想， 积极把当地贫困劳动

力组织起来，通过“ 基地

+

协会

+

贫困户”的模式，依托

创业大环境，创新发展思路，构建了协会、会员、贫困群

众“ 三赢”的发展框架。 协会在技术指导、资金扶持、产

销服务等方面给予贫困户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 通过

基地的科普惠农服务， 不仅提高了养殖户水产养殖的

科技水平，又为当地解决了劳动力剩余的社会问题，有

力地推动了贫困人口高质量脱贫致富。截至目前，青海

水产养殖基地对接帮扶

168

户贫困户， 带动农村贫困

群众

50

余人就业，人均年增收

8000

元以上。

贫困户通过养殖有了岗位、有了技能、有了收

入。

2017

年，张素芳又与丈夫创建了余干奔

富鸵鸟养殖专业合作社。短短三年时间，该合

作社已成为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鸵鸟养殖场， 结对帮

扶贫困户

300

户，带动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大幅提高，结

对贫困户收入明显增加，

2019

年结对贫困户已高质量

整体脱贫。 她创办的青海水产基地与奔富鸵鸟基地成

为余干县产业帮扶脱贫攻坚的龙头企业，先后获得“ 农

业部健康养殖场”“ 国家级合作社”“ 全国巾帼脱贫基

地”“ 全国科普惠农先进单位”“ 全国优秀农村专业技术

协会”“ 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科普奖”“ 省级示范合作

社”“ 江西省优秀科普示范基地”“ 江西

3A

级重合同守

信用单位”“ 江西省著名商标”“ 省黄颡鱼养殖实验基

地”等荣誉。 她本人也荣获了“ 省‘ 三八’红旗手”“ 全国

科普带头人”“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全国科技精准扶贫

先进个人”“ 江西好人”“ 江西省女创业带头人”“ 江西农

村青年致富带头人标兵”等诸多荣誉。

十年树木

,

十载风雨， 十万栋梁……有这样一位

党员， 自

1962

年从事教育工作以来， 认真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 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事业， 勤勤恳恳教书，

踏踏实实育人， 培育出了一批优秀的学子， 展现出了

一位学者对教育事业最诚挚的热情。 他， 就是现玉山

清林中学董事长、 “ 光荣在党

50

年” 的老党员———

江清。

任过玉山樟村中学、 玉山一中、 玉山教师进修学

校主持工作副校长， 离休后创办了玉山县私立清林中

学任校长， 之后又合资创办了上饶清林学校、 江西清

林学院， 江清的一生都在为教育事业而奋斗着。

“ 一所学校最根本的任务是教师上好课、 学生读

好书， 无论如何都不能偏离这个根本的任务。” 这是

江清始终坚持的教育理念。 在玉山樟村中学任副校长

期间， 他注重教师上课质量， 善于与学生沟通交流，

在关注学生成绩的同时， 及时转变学生思想， 扭转了

当时较多学生的读书无用的想法， 改善了校风校纪，

樟树中学的高考成绩一度成为当地热门的话题。

在前往玉山一中任职后， 江清认识到， 要想为教

育事业添砖加瓦， 必须时刻将教育与党的事业联系起

来， 必须时刻为人民着想， 为教师着想， 只有这样，

教师才能融入到和谐、 团结的教育氛围中去。 为此，

他开始注重教师团队的成长， 注重教师的生活、 工作

的协调， 关心教师生活， 极力争取政策改善教师生活

教学条件， 使教师能够不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 不受

生活琐事牵累， 能够一心一意教书育人。 这一系列的

举动， 真正将教师、 学校、 学生联系在一起， 为玉山

一中在高考中连续多年夺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3

年

7

月退休后， 江清不愿离开所热爱的教

育行业， 他秉持着“ 甘为躬耕， 报效国家” 的理念，

创办玉山县私立清林中学。 就这样， 上饶地区第一所

私立“ 清林中学” 正式诞生了。 作为新生事物， 民办

中学创办初期便遇到了很多困难。 面对这些困难和磨

难， 江清没有放弃， 他以百折不挠、 迎难而上的精

神， 积极开动脑筋， 解放思想， 提出了“ 没有劣等学

生， 只有劣质教育” 的教育理念。 玉山清林中学在江

清的带领下， 全面提升办学思路和办学模式， 迎来了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盛世华年。

“ 玉壶存冰心， 朱笔写师魂。 淳淳如父语， 殷殷

胜友亲。 轻盈数行字， 浓抹一生人。” 如今已

89

岁的

江清仍以饱满的精神继续规划学校新蓝图， 用毕生的

精力践行了一个老教育工作者的情怀。

好消息！ 一份补贴“礼包”正在派送至种粮农民手

中。 近日，中央财政已下达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资金

200

亿元， 用于对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

贴，弥补今年以来农资成本上涨带来的增支影响。

今年以来， 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 ， 化肥 、

柴油等农资价格明显上涨， 对农民种粮收益产生影

响。 为此， 一方面政府加强了农资市场调节、 引导

企业增加国内市场供给； 另一方面在已有农机购置

补贴、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惠农政策的基础上， 中

央财政追加安排了

200

亿元一次性补贴资金。 当前，

财政收支形势面临紧平衡， 这些 “真金白银” 来之

不易、 尤为珍贵， 旨在稳定农民收入、 保障农民种

粮积极性， 是一项惠农耕、 保民生的暖心之举、 务

实之举。

补贴 “礼包” 能否真正有功效、 暖人心， 精准

发放、 精准管理尤为关键。 各地在发放补贴资金时，

要结合实际、 加强协同， 进一步完善发放办法， 运

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 精准识别实际种粮农民 ，

加强对补贴面积的核实， 确保补贴发放到田间地头。

与此同时， 各级部门还要抓落实、 赶进度， 进一步

缩短资金下达时间 ， 让实际种粮的农民尽早签收

“礼包”、 尽早受益。

粮稳天下安。 当前， 夏种已经接近尾声、 夏管

关键时期来临， 一份份补贴要精准抵达一个个种粮

农民手中， 助力农耕无忧、 不误农时， 为秋天的丰

收厚植希望。 （ 申铖）

日前， 信州区人大代表与东市街道沿城社区干部邀请专业人士为辖区

商铺员工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提高应对事故的处置能力，增强消防安全

意识。 毛丽燕 摄

福海老年公寓获评全省“四级养老机构”

信 息 快 递

本报讯 近日，我市玉雕师饶万龙雕刻的黄蜡石

作品《 征程》

,

在上海举办的第十五届玉石雕神工艺

术大展暨

2021

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海派玉雕艺

术邀请展上，荣获“ 神工奖”金奖。

饶万龙长期致力于黄蜡石雕刻工艺的传承，是

江西省工艺美术家、 江西省技术能手、 上饶市首届

饶城领军人才、上饶市技能大师，被多所院校聘为玉

雕客座讲师、教授。 他自小习画，师承中国木雕大师

吴汉标，擅长俏色巧雕，作品清新雅致、意韵结合，风

格独特， 在全国工艺美术及玉雕专业大奖赛上屡获

大奖。 （ 喜农）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见习记者任晓莉报道： 日

前， 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 信州区福海老年公寓通过养老机构省级标准等

级评定， 被省民政厅确定为“ 四级养老机构”。

为推动全省养老机构标准化建设， 提升养老机

构服务质量， 促进全省养老服务行业持续健康发

展， 经养老机构自愿申报、 省养老机构评定委员办

公室审查、 专家组综合评价、 省养老机构等级评定

委员会审核表决等程序， 省民政厅确认， 最终评选

出四级养老机构

10

家， 信州区福海老年公寓获殊

荣。 福海老年公寓是一家集“ 各类养老、 医疗康

复、 老年教育、 职业培训、 科学研究” 五位一体的

大型养老机构

,

为老年人提供专业 、 规范的生活 、

护理和康复服务。

我 市 一 人 获 玉 石 雕 刻 “神 工 奖 ”金 奖

全市创建“四好农村路”示范市动员会召开

本报讯 记者万明报道：

7

月

7

日下午， 全市创建“ 四好农村

路” 示范市动员会召开。 市政府

副市长刘斌出席会议并讲话。

“ 四好农村路” 是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提出、 亲自推动的一项

重大民生工程、 发展工程

,

对于

方便农民出行

,

改善农村条件 ，

促进农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刘斌强调，创建全国“ 四好农

村路”示范市，要提高政治站位，

充分认识“ 四好农村路”示范市创

建的重要意义；要明确目标任务，

切实抓好“ 四好农村路 ”示范市

创建工作，要利用三年时间全面

完善“ 四好农村路 ”高质量发展

体系，推动示范创建工作继续保

持全省领先、 力争全国前列；要

强化组织保障 ，各地 、各部门要

高度重视，主动担当，积极作为，

确保如期成功创建全国“ 四好农

村路”示范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