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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安置房

万年扎实推进违规建房整改

伟大的使命 不竭的动力

信 江 时 评

中宣部

26

日发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

行动价值》， 回望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的伟大征

程，深刻阐释了党的治国理政理念、实践和成就，回答

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依靠谁、为了谁等

问题。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团结一心、不懈奋斗，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注入了

不竭动力。

百年求索路，中国共产党初心如磐，践行使命。 中

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在马克思主义指引

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

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领导人民改写了近代以后中华

民族的屈辱历史，开辟了伟大道路，创造了伟大事业，

取得了伟大成就。

奋斗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坚定信念，矢志不渝。 在

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畏风险挑战，始

终奋斗向前，把亿万人民团结凝聚在一起，一次次跨过

急流险滩，一次次战胜困难危机，在历史浪潮中找到了

正确的航向，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党的百年奋斗史向世

界昭示，这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为实现理想

不懈奋斗的党，是具有强大领导力和执政力的党，是始

终保持旺盛生机和活力的党， 是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

献力量的党。

新的征程上 ，中国共产党信心满怀 ，砥砺奋进 。

站在百年历史新起点， 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人民继续

坚定不移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脚踏实地推

动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取得实质

性进展， 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社会发展的新需

求；持之以恒推进自我革命，加强队伍的先进性和纯

洁性建设， 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和攻坚克难的

战斗力；以坚强决心意志和强大能力，实现祖国完全

统一这一历史任务……愿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

手前进的中国共产党， 将坚定不移站在历史正确的

一边，应对世界形势深刻变化，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

明的目标前进。

伟大的使命，不竭的动力 。 作为拥有

9500

多万

名党员 、领导着

14

亿多人口大国 、具有重大全球影

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

辟了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面向

未来 ，中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

定能够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

实现 ，中华民族一定能够为人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 刘硕 高蕾）

日前， 在横峰县欢

歌苑安置小区项目建设

工地上， 工人们正紧张

有序地进行作业。 据了

解， 该项目占地

75

亩，

将建设安置房

913

套 。

近年来， 该县把安置房

建设作为重要的民生工

程来抓， 打造让人民放

心、满意的精品工程，确

保被拆迁群众如期搬入

新居。 余琳 摄

她， 是一位年逾七旬的农家妇女， 退休前担任了

17

年村党支部书记，退休后当了

10

年敬老院院长，是一个

有着

43

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

她就是荣登

2019

年“ 中国好人榜”，被孤寡老人称为

“ 方书记”、“ 女当家”、“ 贴心人”的德兴市香屯街道香屯敬

老院原院长方白皮。

1998

年， 方白皮从香屯街道杨家湾湖田村支部书记

的岗位上退休。

2003

年，当新的香屯敬老院建成投入使用

之时，她又挑起了照顾孤寡老人的重任，这一照顾就是整

整

16

年。 即便是

2013

年她卸任了敬老院院长一职，可她

依然留在院里照顾老人。 用她的话说是：“ 自己喜欢在敬

老院做些好事、善事。 ”

古话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方白皮把敬老院当

成自己的家，把院里的孤寡老人当成自己的亲人。

2003

年

至

2011

年，敬老院里有

13

位孤寡老人，工作人员只有她

一人。“ 我既是清洁工，又是护理工，还是半个厨师。 每天

一睁开眼，想的全是敬老院里的事。 ”方白皮坦言：“ 那时

候，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打扫卫生、生火做饭、护理老

人，忙里忙外。 ”敬老院离她家

1

公里多的路，每天她不是

在敬老院，就是在去敬老院的路上。

为了改善老人们的伙食，方白皮带领院民开荒种地，

在院子外种上树，园子里种上蔬菜，还养了生猪。 既要保

证老人们每天有新鲜蔬菜， 每天还要有荤菜。 辛勤的汗

水，努力的耕耘，终于换来了可喜的变化：如今敬老院内

生猪满圈，蔬菜满园；院内树木成行，鸟语花香；孤寡老人

的宿舍整洁、舒适，屋子里添置了衣柜、电风扇、取暖器等

日常生活用品；餐厅里餐桌椅、冰箱、消毒碗柜一应俱全。

走进香屯敬老院，院子里一派祥和的气氛：有些老人

在文娱室内看电视、打牌；有些老人在院子里健身；院子

的一角，戏曲声声，几位老人正听得入迷……敬老院真正

成了孤寡老人的“ 安乐窝”、“ 幸福窝”。 张水松老人竖起大

拇指说：“ 这都要感谢方书记，十多年用心照顾我们。 ”

92

岁的夏绣琴提起方院长更是满怀感激，“ 有一次我

生病发烧，她陪我一起睡了三个晚上，深怕我夜里有什么

事。 她还常常帮我洗澡、梳头，真是比女儿还亲！ ”

敬老院里的故事有苦涩，也有甜蜜，更有满满

的乐趣和温暖。 为照顾好这些孤寡老人，方白皮已

在香屯敬老院度过了

16

载春秋。 她脸上的皱纹越

来越深， 头上的白发也越来越多。 经她的手已送走了

12

位老人，他们离开时安静祥和。 郑宗宗老人自打

2005

年

进敬老院就瘫痪在床，直到

2015

年离世，全靠方白皮的

精心照顾。 对于敬老院院长这份工作，方白皮说：“ 我愿像

一颗钉子一样，牢牢“ 钉”在一线服务岗位上。 这里的老人

大多数无儿无女，我就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 ”

方白皮打开一个尘封已久的箱子， 里面存放了几叠

厚厚的荣誉证书： 有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授予的全省优

秀农村党支部书记； 有原中共上饶地委授予的优秀党支

部书记；有中共德兴市委授予的优秀共产党员……“ 你这

么大年纪，何必还要去吃这个苦，受这份累呢？ ”“ 你到底

图个啥？ ”类似的声音，不绝于耳，几乎所有身边的人，都

在极力地劝说她。 方白皮却总是笑着说：“ 共产党给了我

荣誉、给了我幸福，有生之年，我要把这份幸福送给更多

的老人！ ”

万年讯 万年县全力推进非

法违规建房专项整治工作。 截至

目前， 全县已整改违规建房

100

多宗， 整改完成率达

94%

以上。

该县成立非法违规建房专项

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同时明确责

任单位及时限， 建立联系会议制

度 ， 由县自然资源局为总召集

人， 不定期调度整治工作。 通过

抖音等新媒体以简单易懂的方式

予以宣传， 在主要路口悬挂两幅

户外大型宣传牌， 每个乡镇所在

地制作两条以上横幅， 村委会制

作

1

条以上横幅， 村小组张贴两

张以上“ 八不准” 等宣传海报，

实现了宣传全覆盖， 发动群众积

极参与并监督整治工作。

该县

12

个乡镇及相关部门

认真细致开展摸排工作， 县整治

办在摸排期间对摸排责任单位进

行现场督导推动， 共发现非法违

规建房问题

122

宗。 其中： 规划

区内

12

宗 ， 涉及用地面积

1.2

亩； 规划区外

110

宗， 涉及用地

面积

25.98

亩。

对此 ， 各乡镇及成员单位

建立台账 ， 实行销号管理 ， 分

类处置。 截至目前， 已整改

115

宗 ， 整改完成率

94.26%

， 已督

促未整改到位乡镇加快推进整

治进度。

（ 张新涛）

本报讯 记者吴淑兰报道：今

年以来，横峰县岑阳镇紧盯“ 农业

生产美、 农村生态美、 农民生活

美”的建设目标，加快建设美丽集

镇，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点，提升群

众幸福感、获得感，努力走出一条

具有岑阳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创新办法出新招。 该镇把党

建引领、全民参与作为两大抓手，

成立乡村振兴理事会，集结村“ 两

委”、党员群众、致富带头人等力

量， 全镇

532

名基层党员主动参

与，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

集中力量破难点。建立“ 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体系，采

取连轴转、多轮次重点整治方式，

盯紧镇域范围内卫生死角、 废旧

房屋、 乱堆乱放、 占道经营等问

题，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整治

30

余

次， 共计拆除沿路水池

50

户，主

要建设范围内的水池已全部拆

除，平整场地 、清除杂草等

6800

平方米， 清理沿街

50

户卫生死

角，拆除钢棚

120

平方米，辖区沿

线“ 颜值”再提升。

广泛动员提效率。 通过开展

“ 大动员、大走访、大排查”活动，

上户开展好一对一创建宣传，讲

深、讲透美丽集镇建设、乡村振兴

示范点打造中的民生实事、 关键

小事。 强化协同作战，由“ 多头管

理”变“ 综合治理”，“ 水池已拆除”

“ 乱堆乱放清理中”“ 绿植景观打

造中” ……在岑阳镇工作微信群

里，是一条条与美丽集镇、乡村振

兴示范点建设相关的图文信息，

全体镇村干部加班加点， 用切身

行动添砖加瓦。

辐射联系扩成效。 集中整治

“ 一时美”，长效管理“ 一直美”，把

集中攻坚作为手段， 把长效管理

作为目标，将打造美丽集镇、乡村

振兴示范点这一政府工作目标与

广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紧密

联系起来，让广大市民从“ 要我创

建”向“ 我要创建”转变形成人人

参与、人人有责的良好氛围。

岑阳紧盯“三美”目标加快建设美丽集镇

玉山讯 为切实抓好“ 平安南

山”建设，构建安全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 玉山县南山乡综治办联

合派出所、司法所、志愿者，利用

晚上群众普遍在家的时间， 开展

平安建设“ 夜访 、夜谈 、夜巡 ”活

动。

活动中， 工作人员通过入户

走访群众，大力宣传反诈骗、禁毒、

防溺水以及疫苗接种等工作，提

高群众自我防护意识， 激发群众

主动参与平安建设工作的积极

性；面对面与群众交流，倾听群众

的心声， 听取群众对平安建设各

项工作的意见建议， 及时化解矛

盾纠纷， 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

问题；常态化开展夜间治安巡逻，

及时排查处理各类安全隐患问

题， 为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保驾

护航。 （ 郑君锐 陈新平）

南山乡开展平安建设“三夜”活动

信 息 快 递

节 能 低 碳 宣 传 进 社 区

本报讯 为进一步引导居民

树立环保节能理念， 增强低碳生

活意识 ，

8

月

25

日 ， 市对外合

作交流中心以 “ 倡导低碳生活

呵护生态家园” 为主题， 走进信

州区北门街道莲花山社区开展节

能和创文宣传活动。

活动当天， 市对外合作交流

中心志愿者在社区醒目位置摆放

展板 ， 向来往居民详细讲解限

塑、 碳达峰碳中和、 反食品浪费

等相关知识， 并现场发放节能环

保布袋 、 宣传手册 、 控烟宣传

单 、 倡议书 、 节能小夜灯等物

品。 通过这次活动， 让社区居民

意识到低碳生活就是一种生活态

度 ， 大家纷纷表示 ， 要从衣 、

食、 住、 行、 用各方面来践行低

碳生活 ， 用自己的行动为实现

“ 双碳” 目标和我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贡献力量。

（ 刘朝伍迅）

近日， 余干县纪委派驻县教

体局纪检监察组联合县教体局成

立督查组，采取“四不两直”方式

对各学校

2021

年秋季学期新生

入学工作落实情况进行随机抽查

和明察暗访，开展监督的再监督。

在监督检查的同时， 将招生工作

纪律传达至县城有关中小学校负

责人，敲响纪律警钟。

姜天明 毛小欢 摄影报道

严格监督执纪

维护教育公平

她把幸福送给更多的老人

———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方白皮

本报记者 张东红 见习记者 徐素琴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数风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