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政协召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与乡村振兴产业政策衔接”专题协商会

为助力农产品销

售，

7

月

24

日， 余干

县电商协会组织志愿

者们来到玉亭镇劳动

村四季采摘园直播推

介火龙果， 帮助销售

火龙果

5000

公斤，销

售额达

10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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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饶召开

用好党史这本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

信 江 时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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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足“她力量” “阳光护苗”忙

疫 情 防 控 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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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上饶在行动

从普通员工到技术研发工程师， 从普通群众到一

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8

年来江西东方豹集团党支部

书记周常旺始终爱岗敬业、 默默奉献、 勇于开拓。 他

带领同事攻坚克难， 获得了多项国家发明专利、 制定

了多项企业标准， 走出了一条研发新工艺、 新技术的

创新之路， 践行着新时代非公企业“ 红色工匠” 的责

任与担当， 先后获得省劳模、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等荣

誉称号。

2006

年，他承担公司衬套项目的研发工作，在国

外进口衬套性能好的压力下，他夜以继日研发，创造性

地提出一条摒弃国外衬套粘结技术， 采用烧结工艺的

思路和理论，最终通过试验一举克服了衬套耐磨层薄、

结合力差等缺点，并成功申报国家发明专利，为我国汽

车制造摆脱国外技术垄断提供了东方豹智慧， 使企业

年产值增加

3000

万元。

2013

年以来， 他编著了企业标准

6

项， 有效补

充发明专利的标准， 制定了各项企业作业标准、 检

验规范， 为企业搭建好了良好标准化框架。

2015

年

公司新增汽车座椅衬套新产品， 该项目需要经常进

行汽车行驶过程座椅颠簸状态下的模拟试验， 他主

动承担起该项目检测设备的自制攻关责任并取得成

功， 为企业完成年产座椅衬套

800

余万元奠定了基

础 ， 每年节省检 测 费 用

4

万 余 元 。 同 年 为 解 决

GB893

、

GB894

挡圈在市场应用中发生毛刺刺破密

封圈， 导致漏油、 泄气的行业难题， 他又主动挑起

无毛刺挡圈的课题研究， 在无数次推翻重来、 优化

再优化中终于成功研发出一种无毛刺挡圈，并获国家

发明专利。

2019

年，为公司能顺利开发摩擦片新项

目，周常旺提前结束假期返岗，通过曲率分析

和钣金分析， 一次性将异型折弯的摩擦片及

其生产模具开发成功，确保了项目顺利进行。

同年，在他的努力推动下，公司陆续研发出了双面耐磨

衬套等一系列无油轴承新产品、新工艺，为企业持续创

新提供了不竭动力。

哪里有需要， 哪里就有周常旺忙碌的身影。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他坚守岗位，落实疫情防控

责任、和顾客进行线上交流等，为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作出了贡献。同年

7

月，鄱阳县遭遇特大洪涝灾害

侵袭，东方豹集团闻“ 汛”而动，在周常旺的倡议和组织

下，大家积极响应，捐款捐物，共募集款物

2

万余元，支

援鄱阳抗洪救灾。

“ 有一分光，就要发一分热。 ”前路漫漫，周常旺乐

此不疲。

沿着惟义路， 到惟义公园看一看， 瞻仰惟义先生雕

像，再到惟义纪念馆里缅怀杨惟义先生，感悟杨惟义先生

生平的点滴……倘若你想追寻杨惟义的足迹， 在广信区

走一遭便可。 在这里，不论是碰上谁，上跟前问一问，他准

会自豪地告诉你：“ 杨惟义，是著名的昆虫学家。 ”他们以

杨惟义为荣，更以杨惟义为榜样。

杨惟义是谁？ 上饶广信区茶亭镇人，生于

1897

年逝

于

1972

年，是享誉中外的昆虫学家，中国现代农业昆虫

学科创始人之一，国家一级教授，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

曾任江西农学院教授、院长……为纪念杨惟义，宣传杨惟

义爱国爱民的优秀品格、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严谨治学

的科学态度，

2005

年

4

月

16

日， 上饶市杨惟义研究会成

立。

“ 我们研究他、学习他、缅怀他就是希望后人能像杨

惟义先生一样做人做事做学问。 ”曾任上饶地区农业局局

长、上饶县县长、杨惟义研究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会会

长、现年

80

岁的叶永青如是说。 杨惟义研究会就是由他

主导成立的。 研究会成立那年，叶永青

64

岁，是当时研究

会理事会中最年轻的常务理事。 研究会刚成立之时，研究

会的老同志们，为节俭办会，不管寒冬酷暑，他们都尽量

乘公交出行， 将有限的资金用在研究会发行杨惟义系列

丛书，举办研讨会、座谈会等活动上。

各级领导政治上重视、经济上帮扶、活动上参与，给

予研究会极大的关心支持。 研究会成立以来，加强党的领

导，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一届接着一届干，坚持不懈地挖

掘宣传杨惟义生平事迹，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做了大量卓

有成效的工作：

———深入挖掘杨惟义生平事迹。在研究会的推动下，

编撰了 《 从放牛娃到院士》《 杨惟义传》《 杨惟义年谱》《 杨

惟义文集》《 杨惟义画册》 等系列丛书， 编辑发行了

30

册

《 杨惟义研究会会刊》 ， 这些书籍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可循

可查的资料和史实，全面客观地介绍了杨惟义的生平，较

好地展示了他的精神、思想品德和人格魅力，给人以思想

启迪和精神激励。

———广泛宣传杨惟义。 通过各种形式和举措宣传杨

惟义的光辉事迹， 在全省各地、 大中专院校及中小学举

办杨惟义生平事迹展览； 在媒体广泛宣传研究会活动、

杨惟义事迹； 制作了“ 昆虫学界泰斗———杨惟义电视专

题片”、 纪念杨惟义诞辰

120

周年电视专题片等； 组织

创作了杨惟义歌曲 《 最美的人》 ， 杨惟义的社会知晓度

越来越高。

———隆重纪念杨惟义。 先后举办了纪念杨惟义诞辰

108

周年、

110

周年、

120

周年座谈会， 邀请到了各级领导

到会参加。 修缮了杨惟义故居，将广信区旭日路更名为惟

义路，兴建了杨惟义公园。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通过举办研讨会、报告会形

式将杨惟义研究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邀请著名

专家学者参与探讨会、报告会，为上饶经济社会发展出谋

划策。 研究会成立以来已先后举办了杨惟义学说与新农

村建设、杨惟义学说与科学发展观、杨惟义学说和生物病

虫害防治、杨惟义学说与上饶绿色崛起、杨惟义学说与科

技成果转换等多次研讨会和报告会， 参加人数达

1200

人，收到各界学术论文

160

余篇。

研究杨惟义 ， 让杨惟义的生平事迹随着时间的推

移， 变成社会历史性的文化产物。 这些年来， 杨惟义研

究会的努力和成绩可圈可点。 不论是研究宣传杨惟义事

迹的系列书籍还是可供后人纪念的杨惟义纪念馆等， 对

人们深入了解杨惟义、 传承杨惟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2017

年， 上饶市杨惟义研究会被省委老干局评为全省

“ 正能量活动示范点”。

“ 我们现在研究会的会员已经达

300

多人，遍布全国

各地，他们大都是在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 现任研究会

会长郭文全介绍， 如今的研究会更像是一个集各类科学

专家和技术人才的智囊团， 未来， 在传承宣传杨惟义的

基础上， 研究会还将致力于发挥智囊团作用， 服务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

是他们 ，让杨惟义 “走进 ”千家万户

———记 杨 惟 义 研 究 会

本报记者 龚俊慧

本报讯 记者徐芸 见习记者

范凯文报道：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 市妇联积极开展

活动， 面向家庭征集亲子阅读音

频视频、 党史故事汇视频和红色

家风故事， 引导广大家庭讴歌党

的光辉业绩， 培养未成年人爱党

爱国情怀。 为进一步营造文明健

康、 平安和谐的教育家庭环境，

市妇联把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和“ 阳光护苗” 工作

纳入妇联主体活动中， 开展丰富

多彩的思想道德实践活动， 有效

提升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素质， 促

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家庭工作是妇联工作的传统

阵地和优势领域。 市妇联联合相

关部门出台 《 上饶市家庭教育的

五年规划》 ， 通过“ 红色经典家

庭诵读” 比赛， “ 家书抵万金”

家书家信征集， 推送家庭教育优

秀论文、 调研报告、 典型案例等

形式， 让广大家庭接受优良家风

的熏陶 。 同时 ， 唱响 “ 春蕾计

划” 品牌助学活动，

3

年来， 市

本级发放

82.25

万元， 资助女大

学生

170

名和贫困女童

849

名；

以创评活动助推家庭文明建设，

今年以来全市推荐

3

户全国、

30

户全省 、

102

户全市最美家庭 ，

近

3

年共创评市级以上优秀家庭

（ 个人）

2199

个。

为促进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成

长，在市妇联的推动下，全市已兴

建

100

户儿童焕新乐园， 打造了

儿童快乐家园、妇女儿童之家、儿

童活动中心等活动场所

2677

个，

建了

4

个“ 儿童数字图书馆”、

3

个“ 张倩玉爱心图书室”、

13

个小

候鸟图书角等关爱阵地。 市妇联

还积极与市中级人民法院、 市人

民检察院和市公安机关等部门联

合起来，通过健全维权庇护机构、

形成法律服务合力、 开展普及法

律宣传和家庭教育宣讲活动等方

式，为未成年人撑起保护伞。

本报讯

7

月

24

日， 由江西

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主办， 上

饶东信第五医院承办的江西省社

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肿瘤专业委员

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年会在上

饶召开。 来自全省各地的百余名

肿瘤界医生出席会议并参加交

流。

当天上午， 大会组织审议并

通过了专委会管理办法、 行业自

律公约， 选举产生专委会首届委

员会班子。 肿瘤专业委员会的成

立， 旨在提升肿瘤社会办医疗机

构的整体临床技术水平以及学术

科研能力， 切实提高我省肿瘤诊

疗水平。同时，搭建肿瘤学术交流

平台， 通过组织各种形式的学习

活动，培养年轻人才，更好地造福

患者。

据悉， 目前， 上饶市已启动

“ 名医、名科、名院”工程建设，市

卫健委也将持续强化统筹协调，

完善政策保障， 为推动社会医疗

机构肿瘤防治事业高质量发展营

造良好的环境。当天下午，江西省

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肿瘤专业委

员会首届学术年会举行。 为了让

大家对肿瘤诊疗前沿技术有更全

面了解，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肿瘤医学中心主任熊建萍、 上海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肿瘤

及放疗科主任许青、 江西省医学

会肿瘤学分会主任委员钟军、上

海长海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左长京

及上饶五院肿瘤科首席专家胡育

新博士先后授课。 他们通过

PPT

演示，分别作《 晚期消化道恶性肿

瘤的科研和临床试验》《 肿瘤生物

免疫治疗进展》《 肿瘤放射治疗的

发展及应用》《

PET-CT

显像的

临床应用》和《 癌症诊疗中的人文

元素》课题分享。

5

位专家图文并

茂、 精彩绝伦的授课赢得现场阵

阵掌声， 参会人员纷纷表示受益

匪浅。

（ 潘建红 蒋学华）

近段时间，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办的 “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进一步激发

了广大干部群众学党史的热情。 自

7

月

15

日向社会

公众开放以来， 每天

3000

人的预约名额很快一抢而

空， 不少参观者甚至专程从外地赶来。

这是一堂深刻而生动的党史课。

展览通过

4

个部分，

2600

余幅图片、

3500

多件

套文物实物， 让观众能全方位了解中国共产党从只有

50

多人成长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光辉历程。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

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 只有读懂了中国

共产党的百年党史， 才能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

成功， 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才能在新

的征程上更加坚定、 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 开创

美好未来。

这是一次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

在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中，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

党人顽强拼搏、 不懈奋斗形成了灿烂的精神谱系。 通

过

4D

融媒体技术手段生动展示长征精神， 用 “堤在

人在” 的生死状图片诠释抗洪救灾精神， 以一面面援

鄂医疗队队旗致敬抗疫精神……此次展览描摹、 解

读、 弘扬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让人深受鼓舞， 一些

参观者情到浓处热泪盈眶。

人无精神则不立， 国无精神则不强。 只有读懂中

国共产党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的精神密码， 才

能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 以新的精神伟力书写新

的时代篇章。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 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 当

前， 正在广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要用好以党史展览

馆为代表的红色资源， 教育引导全党以史为镜、 以史

明志， 才能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方向， 在风险挑战

面前砥砺胆识， 激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的信心和动力， 风雨无阻， 坚毅前行， 开创属于我们

这一代人的历史伟业。

（ 高蕾 王琦）

采摘园直播

火龙果

火

了

本报讯 记者万明报道 ：

7

月

26

日上午， 市政协召开以上

饶市马家柚产业发展为主题的

“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

振兴产业政策衔接 ” 专题协商

会 。 市政府副市长刘斌参加并

讲话 ， 市政协副主席谢柏清主

持会议。

刘斌强调， 要立足新发展阶

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

展格局，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全面谋划、 全力保障乡村

产业振兴。

谢柏清强调， 要充分认识乡

村产业振兴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中的重要作

用， 并深刻明白发展马家柚产业

是推进上饶“ 大农业” 发展的有

力抓手、 具体举措， 真正从源头

提升果品品质， 做好品牌推广、

着力延伸产业链， 打造好优良的

市场营销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