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球小子”

日前，德兴市铜矿中心小学为全面落实“双减”政策，弘扬体育

精神，开展了一次以班级为代表队的校园足球联赛。 比赛不仅增强

学生体质，提高学生运动技能，同时活跃校园足球文化，深受家长和

同学们欢迎。 卓忠伟 林铭锋 摄影报道

抒爱国情怀 展青春风采

桑葚甜了好日子

“ 好商量”绘就乡村治理“ 同心圆”

抓 好 党 建 促 民 生

将小棒球打造成大产业

铅山讯 罗溪村是铅山县鹅湖镇最大的村，也是远近闻

名的废品收购村。 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到现在全村

80%

人都在从事与废品回收加工有关的工作， 收购点都是传统

的家庭作坊，数量多、规模小、利润低，村庄环境卫生脏乱

差。 近年来，鹅湖镇加大了对镇村人居整治的力度，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罗溪村积重难返，环境治理始终是制约

该村发展的最大困扰。 鉴于此，县政协委员、鹅湖镇政协工

作联络组组长李忠林建议罗溪村支部，利用“ 赣事好商量”

协商议事平台， 开展罗溪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废品回收行业

整治协商议事。 接罗溪村报告后，镇党委高度重视，专门召

开党委会议研究，并全程监督协商结果落实情况。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李忠林与驻村领导、各相关站

所负责人、村两委干部等人员走村入户，对罗溪村内废品回

收企业开展专题调研，并进行了联合督查。督查中发现部分

企业存在经营证件手续不齐、露天堆放、消防安全标识不

明、 消防器材配备不全、 各种线路私拉乱接等违法违规问

题，不仅影响镇、村环境卫生和形象，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

患。 在充分的调研后，为推动罗溪村人居环境及废品回收

行业的规范运营，切实提高废品回收行业经营者的合法经

营和安全环保经营意识，李忠林邀请县政协委员、县生态环

境局执法大队、县消防大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人

员，镇村相关干部、废品收购企业业主代表、群众代表等相

关人员，在罗溪村“ 赣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就“ 改善罗溪

村人居环境暨规范废品回收行业整治”议题召开专题协商

会议。

“ 所有的废旧塑料不露天堆放、不放置在未经硬化的场

地上，必须规范放置”“ 实现闭环管理，不得有污水渗出，所

属区域四面封闭，并在低洼处修建排污池，统一收集废旧污

水”“ 不得水洗塑料，所有塑料制品不得用水清洗，必须直接

破碎处理”“ 实行‘ 三包’责任制，门前屋后不得堆放杂物、保

持干净整洁”“ 各家各户的畜禽全部圈养”……

一条条协商意见，在掌声中予以通过。会后报镇党委研

究，并形成了实施意见，要求有关部门立即开展专项整治活

动。在广大干群的共同努力下，罗溪村的废品回收企业实现

了规范经营、硬化地面，有污水的企业统一建设了污水池并

安装摄像头实时监控，防止偷排，污水定期由专业公司统一

运走。

现在的罗溪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废品回收企业更加

欣欣向荣。村民们纷纷表示，“ 赣事好商量”是联系干群的好

平台、群众议事的好形式、乡村治理的好抓手，在商量中出

共识、出感情、出团结，促进了环境美化、产业发展、乡风和

谐。 （ 杨丰 李忠林）

两片皮革，一个球心，固

定、 缝制……

4

月

26

日，在

余干县江西佳英毛纺织品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笔者看

到

150

余名工人正飞针走线

认真缝制棒球， 加紧赶制出

口订单产品。 一道道工序有

条不紊， 一筐筐棒球成品整

齐摆放。“ 我们的棒球主要是

用于出口， 同时生产各种棒

球专用毛线、棒球球芯。 ”企

业负责人周佳告诉笔者，目

前企业年产棒球

1100

万只，

产值达

6000

万元，为当地村

民提供就业岗位

200

余个。

2012

年从英国赫尔大

学毕业的周佳， 放弃了在深

圳的高薪工作， 回到家乡余

干县禾斛岭垦殖场进入父亲

经营的工厂。回乡后，周佳从

一名普通工人干起， 从简单

的棒球缝制到棒球线加工工

艺的创新、 从企业物料的采

购到外贸订单的签订……通

过几年的努力， 已然成了一

名业内行家。

如何把小棒球打造成带

领乡亲一起致富的大产业？

回乡十年来， 周佳一直在努

力寻找把产业做大的途径。

利用曾经在国外留学的优

势， 周佳努力从扩大订单开

始，积极与英国、日本、澳大

利亚等国家的客户沟通、对

接， 把产品订单直接拿到企

业进行生产加工。“ 现在我们

与国外的客户直接对接，不

用依靠外贸公司接单或者为

大企业代加工， 直接接单生

产，利润提高了很多。 ”周佳

说，接的单子多了，在当地政

府的帮助下， 企业新建了生

产厂房， 购置了新的生产线

设备，产能也扩大了两倍。

为让企业拓宽市场，今

年

3

月， 周佳在厦门注册成

立了厦门骥佳宁体育用品有

限公司， 并在当地开办了加

工厂， 生产高端棒球及相关

产品。周佳表示，一些技术含

量高的产品， 需要更多的研

发人才和生产技术人才，在

厦门布局分公司， 就是想借

助沿海地区信息资源丰富的

优势， 更好地对接海内外客

户， 将来和江西工厂进行优

势互补。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发

展。“ 在企业扩大时，我很幸

运有政府全方位的帮助，解

决了用地、资金等难题，企业

快速发展起来了， 我们也要

在乡村振兴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

周佳说， 今年企业将力争产

能扩大一倍， 实现产值超亿

元， 把小棒球打造成乡村振

兴的大产业。 （ 吕玉玺）

回乡十年来，余干青年周佳努力寻

找带领乡亲一起致富的新途径———

新华社天津

5

月

4

日

电（ 记者周润健）“ 一朝春夏

改，隔夜鸟花迁”。 当太阳到

达黄经

45

度时， 立夏节气

到了。 北京时间

5

月

5

日

20

时

26

分迎来立夏。 此时节，

夏日初长 ，槐柳阴密 ，帘栊

暑微，万物并秀。

历史学者、 天津社科院

研究员罗澍伟介绍说，每年

公历的

5

月

5

日或

6

日，为

立夏节气之始，它是二十四

节气中第七个节气，也是夏

季第一个节气， 与立春、立

秋 、立冬并称“ 四立 ”，代表

着季节的转换与过渡。“ 小

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

上头”， 成为立夏时节的景

观特色。

古人所说立夏，含“ 万物

至此皆长大” 之意：“ 夏，假

也，物至此时皆假大也”。 就

是说一到立夏，随着日照和

雨水的增加 ， 气温逐渐升

高，农作物和各种绿植开始

茁壮成长。

“ 立夏将离春去也， 几

枝蕙草正芳舒 ”。 此时节 ，

已经有新生的果实供人们

尝鲜了 。 江南梅子 、 樱桃

开始成熟 ， 南国早熟荔枝

上市 ， 酸酸甜甜 ， 正是初

夏的味道。

立夏时处春夏交替之

际，公众该如何养生保健？

罗澍伟结合养生保健专家

建议指出， 一定要顺应环境

变化，科学养生。中国传统医

学认为， 立夏养生的关键是

养心———包括心脏在内的整

个神经系统， 甚至精神心理

因素。这是因为心主阳气，能

推动血液循环， 维持人的生

命活动；温养心阳，可使体液

新陈代谢正常，心脉无阻，预

防心脏疾病的发生。

进入立夏， 人体新陈代

谢加快， 食欲也很容易受到

影响， 此时饮食也应当遵照

“ 春夏养阳”的原则，以清淡、

易于消化和富含维生素的食

物为主， 减少油腻厚味和辛

辣食物的摄入。 可适量增加

蛋、奶、豆制品、瘦肉以及蔬

菜、水果、粗粮的用量，保障

优质蛋白与纤维素的供给，

以维持脏腑功能的正常运

转。

春夏交替，昼长夜短，气

温升高，气候干燥，中老年人

往往会出现心脑血液供给不

足，烦躁不安，酸懒倦怠等症

状。 应晚睡早起、增加午休、

适度锻炼， 有意识地接受天

地清明之气，进行精神调养，

确保个人精力饱满， 体力充

沛，以平和愉悦的心情，喜迎

夏日到来。

二十四节气

5 日 20 时 26 分立夏：

一朝春夏改，隔夜鸟花迁

又是一年桑葚成熟时

节。

5

月

2

日，在三清故事庄

园的桑葚基地里， 成片的桑

树在微风中摇曳着绿油油的

叶片，一簇簇桑葚挂满枝头，

红的、紫的，在太阳照耀下，

像一颗颗美丽的宝石。 从各

地赶来的游客置身其中，品

尝这自然的美味， 尽享采摘

带来的乐趣。

“ 我们庄园占地面积有

500

多亩， 一期的

200

多亩

土地，除了种植桑葚，还种有

樱桃、红梨、水蜜桃等

10

多

个品种， 每天在这里干活的

当地村民就有

20

多名。 ”庄

园负责人张燕红说，“ 通过这

样的方式， 不仅自己实现了

增收致富， 还为村民提供了

就业岗位。 ”

“ 我在这里干一天有

100

元，加班还有加班费，一

个月也有

3000

元。 ”村民郑

阿姨笑着说， 自己

60

多岁

了， 能在家门口找到一份满

意的工作， 减轻了孩子们的

负担，觉得日子过得很甜蜜。

“ 目前来看，桑葚试种效

果不错。 ”张燕红介绍，下一

步， 三清故事庄园将致力于

打造集四季水果采摘、 亲子

乐园、农家乐、农耕文化等为

一体的综合性农业企业，让

游客进得来，留得住。

近年来， 玉山县因地制

宜发展桑葚、葡萄、小番茄等

特色农业产业， 推进农旅融

合发展， 悄然兴起的“ 采摘

游”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有效

助推乡村振兴。 （ 朱恬怡）

人民群众在哪里，民生需求在哪里，党建就应该覆

盖到哪里。

走进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东塘街道浦沅社区浦沅

小区，只见绿树成荫，干净整洁。即便是小区角落里不规

则的狭长地带，也被充分利用起来，打造成拥有停车位、

晾晒区、健身区的惠民场地。

住宅小区是广大居民的生活单元，也是基层治理的

基础单元。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历史遗留问题和物业服

务引发的社会管理问题日益凸显。 很难想象，浦沅小区

的惠民小广场，曾是两道围墙之间的缝隙地，不仅影响

居民出行，还一度成为垃圾乱堆、污水横流的卫生死角。

小区更宜居的背后，离不开雨花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的不懈努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

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

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 ”近年来，雨花区开展“党建聚

合力”工程，推行小区党组织主导，业主委员会、业主监

事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共同参与的治理方式。

2020

年下

半年，浦沅小区成立了党支部，同时成立了新一届业委

会和监事会，引进物业公司。彼时，居民群众对缝隙地的

抱怨投诉颇多，希望将其改造利用。 小区党支部联合小

区业委会、监事会以及物业公司四方讨论后决定，由物

业公司投入资金，对小区各处缝隙地进行改造。 惠民小

广场投入使用后，不仅提升了小区的“颜值”，还让许多

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停车、休闲，可谓一举多得。

物业服务怎么样，直接关系着居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折射着基层治理水平。 现实中，面对物业服

务水平不高、管理涣散等难题，业委会、监事会有时会出

现有心无力、无计可施的窘境。解决这个问题，应当从制

度上明确流程、规范、标准，从党建上加强引导指挥，兼

顾各方利益，调动各方积极性。 雨花区以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深化物业管理改革，完善对社区物业服务管理工

作的领导，畅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实践表明，以

党建引领小区治理，让服务更到位，环境更优美，邻里更

和谐。

人民群众在哪里，民生需求在哪里，党建就应该覆

盖到哪里。 把党建工作延伸到小区，把“红色堡垒”建到

群众家门口，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才能使基层治理

“如身使臂，如臂使指”。 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

居委会、业委会、监委会、物业服务企业等共同参与的协

同治理机制，不仅有助于推动物业管理工作，提升管理

水平和服务质量，也能不断健全完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基层社会治理的格局，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

为社区治理优势，更好地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解决人民

群众身边的揪心事、烦心事。围绕民生抓党建，抓好党建

促民生。 将党组织与小区的纽带扎紧系牢，用党建把社

区各方力量整合起来， 就一定能不断完善基层治理，创

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 王云娜）

疫情防控知识

5

月

4

日， 鄱阳县委宣

传部举行“强国复兴有我”暨

“打造让党放心、人民满意的

模范机关”主题演讲比赛。选

手们紧扣主题， 从不同的角

度诠释了宣传战线干部勇于

担当、锐意进取的工作态度，

抒发了对党的事业和宣传工

作的无限热爱之情， 展现了

宣传干部的精神风貌与青春

风采。 蒋冬生 摄

２０22

年

5

月

6

日 星期五

要闻

责任编辑：涂映红

电话：

8292149

2

信 江 时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