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 利 莫 失 志

信 江 时 评

一年一度的高考和中考落下帷幕， 放榜

录取工作陆续展开。 然而，几家欢乐几家愁，

在考场得意者品尝成功果实的同时， 有一些

失利者黯然神伤，他们采取自我放弃，逃避现

实的态度，美其名曰“躺平”。这种态度是不对

的，对一个人的人生成长有害无利。

何谓“躺平”？ 这是网友自造词，指的是一

种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状态。 “躺平”一族出

现在高考生中，佛系状态的背后却危机四伏，

它暗藏的是对未来人生的迷茫， 是消极退缩

的人生态度。毋庸讳言，高考失利对考生而言

无疑是一次暂时的失利。 但考场失利不代表

人生失意，失利者要拒绝“躺平”，重拾信心再

出发，不负韶华勇向前。

拒绝“躺平”，端正考后心态。 漫漫人生的

征途中，挫折和痛苦是人生最好的磨刀石。金

榜题名固然可喜，理想受挫也不必悲观。新东

方创始人俞敏洪曾经经历两次高考失败，最

终在第三次高考时考上北大。 正是这种永不

言弃的坚韧品格和精神成就了俞敏洪精彩的

一生。 《非诚勿扰》主持人孟非曾经是高考落

榜生，但并不妨碍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主持人，

因为他能直面落榜的伤痛，重拾信心，不断进

取，最终通过艰苦努力取得了现在的成就。高

考只是人生征途一个关口，之后的路更长，景

更美，人生是否辉煌和精彩，高考不能一锤定

音，所以，失利莫失志才是应有的态度。

拒绝“躺平”，永葆奋斗激情。 青春由磨砺

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青春是用来奋斗

的，奋斗才是成功、出彩的唯一秘籍。 唯有继

续努力奋斗，才可以攀登人生的巅峰。能够升

入理想高校， 也不代表就走上了一条康庄大

道。尤其是今天的社会，对人才的评价体系日

益多元化， 成才道路千万条， 条条大路通罗

马， 失利者还有很多路径可以选择。 走上社

会，只要其不灭心志，勤奋肯干，不屈不挠，时

刻准备，即便道路崎岖坎坷，也能够到达成功

的彼岸，也定能收获人生的别样风景。

青春的你， 要尽快走出失利的阴影，把

“躺平”化作高考冲刺后的再调整，去蛰伏，去

扎根，为漫长的人生马拉松中场加油，为更好

的将来去积蓄更多能量。

(

孔臻）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上饶在行动

生 命 不 息 服 务 不 停

———记婺源县老党员江希照

本报记者 陈绍鹏 见习记者 徐佳一

疫 情 防 控 知 识

清正廉洁篇

不 能 搞 半 点 特 殊

———艰苦奋斗的黄道

市行政服务中心

微笑在脸上 办事更舒心

横

峰

老

党

员

讲

党

史

让

历

史

“

活

”

起

来

创 新 思 路 谋 脱 贫

———记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汪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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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心 比 心 终 端 检 验

横峰讯“ 我见过方志敏，他给我们上过课。 当

时苏区搞得好，中央苏区都派人过来学习。 ”近日，

在

103

岁离休老党员杨金标的房子里，一堂生动的

党史课正在这里进行，横峰县一小十几个孩子带着

板凳来到杨老家里，听老人讲党史，传承红色基因。

“ 那场战打了

65

天，我脑门上这个小坑就是当

时战场上留的。 要不是被捡到钢盔挡了一下，也就

看不见今天的你们了。 当时打战行军是冬天，天气

寒冷，老百姓用推车送物资上前线，我们看着很受

鼓舞，打战冲锋都在最前面，盼着快点胜利，快点解

放。 ” 杨老为孩子们分享了他的入党心路历程、革

命战斗故事，讲述了昔日的诸多英烈，这些红色历

史在杨老的讲述中变得鲜活和立体起来。

在横峰县城中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91

岁

的老战士孙玉龙打开了话匣子。“ 在革命战争时代，

有许许多多的战士，他们甘于奉献、不怕牺牲、不屈

不挠，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我这

辈子都不可能忘记战友在身边倒下时的样子！ ”

“ 我的父亲历经闽浙赣苏区‘ 五次’反围剿作战，

当时敌人对父亲施以严刑拷打， 逼迫父亲写悔过书，

父亲即使遍体鳞伤也仍然心系革命。我是家族的唯一

后人，我要让先辈的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在姚家乡后

占村，村民们搬来小板凳围坐一圈，正在听老党员王

水仔讲述他父亲王启泉英勇战斗的故事。

王水仔从小听长辈讲述父亲、姑姑、舅舅等人参

加革命的事迹，党史学习教育以来，王水仔和后占村

党员干部、烈士后人一同深入农家小院，经常为老百

姓讲述讲党的光辉历程，回忆先辈的革命史，用这种

接地气的学习方式，让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横峰县紧紧围绕

“ 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主题，充分发挥

老党员、老同志熟悉党史的独特优势，以多种形式

组织他们结合自身经历，以微宣讲、板凳会等形式

现身说“ 史”，讲述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讲述横峰翻天覆地的变化，让党史

学习教育鲜活生动、入脑入心。 （ 黎佳伟）

“ 创造运用‘ 四层数据查询比对’提升脱贫攻坚普

查质量、创新项目建设机制、创新整村脱贫模式、创新

扶贫扶智方式……”汪晓辉自

2016

年

12

月入职婺源

县原扶移办，分管扶贫全面工作以来，他结合本地实

际，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推进办法举措，保证了全县

26

个“ 十三五”贫困村高质量退出，

14211

名建档立卡

贫困户如期高质量脱贫。

为扣好扣准精准扶贫第一粒扣子，汪晓辉全面深

入各乡镇开展调研，按照贫困对象识别标准和识别程

序，以“ 四看五查”方式核查扶贫对象认定和推动脱贫

方面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进全县脱贫攻坚体制机制建

立，即“

1+N+18

”

(1

即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N

即若干

个行业扶贫领导小组，

18

即各乡镇脱贫领导小组）的

扶贫工作体制。

在脱贫攻坚成效国家普查中，他创造运用“ 四层

数据查询比对”处理信息数据，提升了普查速度和普

查质量， 经验做法在全省普查工作中得到推广使用。

他创新项目建设机制，自

2017

年始，婺源县扶贫项目

实施建立了“ 事前”实地核实、县乡村三级探讨，“ 事

中”定向监管、定期通报进度，“ 事后”到场验收的机

制，做到每一个项目真实、有效，实用，发挥扶贫项目

带贫益贫成效。 他创新整村脱贫模式，将村庄整治与

旅游发展相结合，提前要求各贫困村根据村情实际精

细定位、高标规划、有序建设。 例如，江湾镇前段村等

一批贫困村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建成了不收门票的

“ 免费景区”，成为婺源全域旅游的新亮点，为贫困村

乡村振兴夯实了基础。 他创新扶贫扶智方式，通过积

分制“ 以奖代补”差异化分配扶贫产业收益，破解了产

业扶贫“ 一分了之”难题，激发了贫困群众自主脱贫内

生动力。

坚持“ 扶贫不落一人”，汪晓辉按照中央和省、市、

县委的统一决策部署， 因地制宜、 实事求是， 科学

推进脱贫攻坚工作。 在产业扶贫方面， 依

托当地资源优势， 因地制宜积极推进扶贫

产业发展， 密切扶贫产业与贫困群众利益

联结； 在就业扶贫方面， 密切配合人社部

门， 努力提升贫困群众就业能力， 实现贫困群众稳

定就业增收脱贫。 脱贫攻坚期内， 开展贫困劳动力

岗位技能、 就业技能和创业培训

1869

人， 安排贫困

户公益性岗位

668

人， 创设扶贫车间

10

个吸纳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

81

人； 在健康扶贫方面， 按照贫困群

众县域内住院报销

90%

适度要求，

2016

年以来， 全

县贫困群众住院报销

12834

万元 ， 惠及贫困群众

48289

人次； 在教育扶贫方面， 依托教育部门的补

助和扶贫部门“ 雨露计划”， 全县

1992

户贫困户享

受过除“ 两免一补” 外教育扶贫政策， 累计发放贫

困家庭学生教育资助

1030

万元； 在安居扶贫方面，

对全县贫困户住房安全进行了全面摸排和安全鉴定，

完善了工作台账，让

2756

户贫困群众住进了“ 安全舒

心房”“ 干群连心房”。

“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要生命不息，为患者服务

就不会停止！ ”在江希照任院长的

17

年时间里，婺源

县人民医院通过了国家“ 二级甲等医院”和“ 爱婴医

院”评审，获江西医学院“ 优秀教学基地”，成为江西二

附院协作医院， 荣获“ 中国质量万里行诚信示范单

位”、“ 全国职工小家”、“ 江西省文明单位”、“ 省级群众

满意医院”等多项荣誉称号。

江希照出生在段莘乡庆源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

庭， 受过苦的他深知学习是改变命运的一把“ 金钥

匙”。 于是， 在不懈努力下，

1977

年

12

月， 江希照

成功从江西医学院大学本科毕业。 毕业后的江希照

选择留在家乡， 到县人民医院工作， 这一干就是

34

年。 在婺源县人民医院工作的日子里， 江希照踏实

肯干， 有实力、 有魄力，

1994

年， 他担任了医院的

院长、 党支部书记， 成为婺源县医院的发展壮大的

决策者之一。

1996

年， 县人民医院获评全国二级甲

等医院。

由于婺源县人民医院医疗基础薄弱，医疗水平不

高，医疗环境差，特别是医疗用房低矮陈旧，配套功能

差，实用性不强，布局不合理，不能满足婺源百姓就诊

需求，

2001

年，县医院决定建新医院。

2003

年，县医院

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的大幅改善和提高，成为了婺源

县新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院，从根本上解决了老百姓

“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惠及千家万户，造福一方百

姓。

2006

年

6

月，层高为十层，总建筑面积达

14000

平方米的外科住院大楼建成并投入使用。大楼内设有

中央空调、中心供氧、中央寻呼、净化手术室、

ICU

等

先进医疗设施。

自此，婺源县医院总资产由

1994

年的

1000

余万

元升值为

1.35

亿元，占地面积由原来的

40

亩扩建为

120

亩， 医疗用房面积由过去

1

万平方米增加到

3.2

万平方米，医院床位从

120

张扩展到

400

多张。 在江

希照的带领下，婺源县医院医疗环境、医疗设施和医

护人员生活区已步入全省县级医院先进行列，成为全

省县级医院的“ 领头羊”。

2011

年

10

月，江希照退休。 退休后的江希照没

有闲着，而是继续作为专家在县医院坐诊，每天坚持

上班，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服务，风雨无阻，无怨无悔。

黄道同志一贯倡导清贫廉洁

的作风，并为之做出表率。为了革

命， 他被搞得妻离子散、 家破人

亡。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他的全部

家当只有一把雨伞、一个挎包、一

只水壶、一条毯子、一双草鞋、一

双布鞋和两套换洗衣服。 即使到

了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工作， 条件

好了，他也不铺张浪费。

三年游击战争中，在遭受敌

人封锁、“ 围剿”的日子里，缺吃

少穿、挨饿受冻是家常便饭。 有

一次，战士们捡到一只被山洪冲

下的山羊，高兴得不得了。 大家

认为，黄道同志用脑多，最辛苦，

应该把羊心留给他熬汤吃，并一

致“ 决议”给黄道多留些肉。但黄

道拒绝了大家的好意，将羊心炒

了与大家一起分吃。

在部队粮食最吃紧的日子

里 ， 黄道硬是叫人把自己的坐

骑————头从赣东北带到闽北

的骡子杀了，把肉分给战土们吃。

有人要给他多留一点， 他摇摇头

深情地说

:

“ 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

更多地关心我们的战士

!

”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

锁，根据地的食盐非常缺乏，部队

过着“ 淡食”生活，给伤员清洗伤

口的盐水也经常不足。 管理科长

老王为了照顾黄道的健康， 偷偷

包了一小包盐， 交代勤务员小陈

藏在竹筒里，以备黄道急用。这件

事不知怎么被黄道发现了蛛丝马

迹。一天，黄道将小陈叫到一边问

道

:

“ 外国佬

(

小陈别称）

,

你那竹筒

里藏了什么宝贝

?

”小陈知道瞒不

住， 只好实话实说。 黄道听后大

怒：“ 好哇，我多次讲过，当领导的

不能搞特殊， 你们硬让我脱离群

众，这还了得

!

给我马上倒出来，

送还管理科

!

黄道这些在闽北三年游击

战争中带头艰苦奋斗、与战士同

甘共苦不搞特殊化的感人事迹

至今还在闽北革命根据地广大

群众中传颂着。

人物简介

黄道

(1900-1939)

，江西横峰

人。

1923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

1924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

员。

1927

年参加南昌起义后返横

峰，任中共弋阳区委书记，与方志

敏等领导弋横暴动， 创建赣东北

革命根据地。 历任中共贵

(

溪

)

、余

(

江

)

、万

(

年

)

中心县委书记，中共信

江特委书记， 赣东北省委组织部

部长、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闽北

特委书记、闽北军分区政委，中共

闽赣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华

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 中共

闽赣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历

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兼宣传

部部长、统战部部长，新四军驻赣

办事处主任， 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等职。

1939

年

5

月

23

日在铅山

县河口镇治病时， 不幸被反动派

阴谋毒害。

7

月

8

日， 鄱阳县

乐丰镇红心火龙果采摘

园开园。当日，前来采摘

的游客络绎不绝。

蒋冬生 摄

本报讯 记者陈绍鹏 见习

记者任晓莉报道： 在市行政服

务中心宽敞明亮的大厅内，进

出的市民络绎不绝， 根据制作

完善的办事引导指示牌， 他们

很快找到了办理相应业务的服

务窗口。 也有不少在机器上排

了号的市民， 坐在休息等候区

舒适的椅子上等待办理业务。

记者看到每名窗口工作人

员都亮出了自己的身份、 职责

和承诺， 穿着整齐干练的工作

服， 面带笑容、 耐心有礼地为

来往市民提供服务。 同时， 每

天市行政服务中心都会派出值

周人员巡查服务大厅， 及时提

醒窗口工作人员注意服务态

度，并对吸烟、大声喧哗和不雅

坐姿等不文明行为进行有礼劝

导。

为切实强化“ 文明有礼、微

笑服务”，该中心各窗口的工作

人员以“ 尊重 、诚信 、宽容 、适

度、合作、感恩”为礼仪基本准

则，加强文明礼仪培训，塑造良

好窗口形象。 在服务中， 坚持

“ 一张笑脸，一声问候，一片热

情，一心服务，一声相送”服务

规范、“ 信心、真心、细心、恒心、

放心”服务理念、“ 办事人员、办

事依据、办事程序、办事内容、

办事结果”的服务流程，尽可能

满足群众所需， 让群众办事更

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