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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曲协会员走进
上饶社区演出受到欢迎
上饶职院举行
庆祝第35个教师节
暨表彰大会
本报讯 9月10日下午， 上饶
职业技术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在学
术报告厅举行庆祝第35个教师节
暨表彰大会。院领导在致辞中代表
学院党政领导班子向长期以来辛
勤耕耘、无私奉献在教学、科研、管
理和后勤服务岗位上的全体教职
员工，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
意，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优秀
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设立教师节， 是党中央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
教师已然成为知识的传递者、技
能的传承者，文明的守护者，党和
国家设立教师节的初衷已经实
现。 院领导希望大家以先进为榜
样，爱岗敬业，努力工作，无私奉
献， 掀起加快上饶职院改革发展
的新热潮。 同时强调， 做一名合
格老师，一要牢记使命，做正确思
想的传播者； 二要成为道德情操
的示范者；三要有扎实学识，成为
知识海洋的摆渡人； 四要用温暖
和情感对待学生， 让学生感受到
爱的温度。 （孙成琳）

中秋节前后天气晴好
整体气温偏高，
最高气温为35至37℃
本 报 讯 （记者 王 调 翁）9月
上旬，全市平均雨量为12.9毫米，
比历史同期偏少22.0毫米； 旬平
均气温为26.5℃， 比历史同期偏
低0.3℃。 上旬前期部分地区出现
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后期全市
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 市气象台
预测，9月中旬全市雨量依然偏
少，不过旬平均气温偏高，最高气
温为35至37℃。
9月12日至20日晴间多云，局
部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其中12日最高气温为35至37℃，
最低气温为24至26℃；13日最高
气温为35至37℃，最低气温为24至
26℃；14日最高气温为35至37℃，
最低气温为24至26℃；15日最高气
温为35至37℃， 最低气温为24至
26℃；16日最高气温为35至37℃，
最低气温为24至26℃；16日最高气
温为35至37℃， 最低气温为24至
26℃。 17日气温有所回落，最高气
温为33至35℃， 最低气温为20至
22℃；18日最高气温为33至35℃，
最低气温为22至24℃；19日至20
日有一股干冷空气，无降水过程。

本报讯 （记者 刘小国）9月10日
晚， 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携手筑梦
计划·城市社区曲艺工作站走进江
西上饶钟灵社区演出， 暨江西省曲
协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曲艺惠民
展演在上饶艺术中心盛情举行。
中国曲协主席、 著名相声表演
艺术家姜昆，中国曲协副主席、著名
鼓曲表演艺术家籍薇， 著名小品表
演艺术家巩汉林、 金珠夫妇等曲艺

名家为上饶各界群众带来了一场传
统艺术的视听大餐。 来自山东、贵
州、广东、陕西等省区曲艺界的艺术
家和优秀演员，以及省内萍乡，本市
市直文化艺术单位和上饶县、鄱阳、
万年等县区的曲艺演员同台献艺，
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演出形式丰富多彩， 有曲韵联
唱、山东快书、粤曲、梅花大鼓、小
品、鄱阳大鼓、相声、萍乡春锣等。 精

彩演出赢得现场观众一阵阵掌声。
晚会在充满深深祝福的诗朗诵 《心
声》中落下帷幕。
此次活动由中国曲艺家协会、
江西省文联、 中共上饶市委宣传部
主办，江西省曲协、中共信州区委、
信州区人民政府、上饶市文联承办。
演出前， 中国曲协向信州区茅家岭
街道钟灵社区授予“城市社区曲艺
工作站”称号。

全市总体国家安全观
进学校宣传活动启动
本 报 讯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9月11日上午，全市“总体国家
安全观进学校” 宣传活动在上饶师
范学院启动。
活动现场， 工作人员为学生们
讲解了国家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提
高学生们的国家安全意识， 师生们
认真观看国家安全教育展板。 据悉，

“总体国家安全观进学校”宣传活动
将在全市大中小学校陆续举行，各
学校将用编制国家安全教育墙报板
报，布置专栏，张贴标语以及专题讲
座等形式，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宣传。
此外， 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将加入
各类学校思政课内容。
据悉，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系列

活动深刻阐述新时代国家安全的基
本方略、工作定位、重大原则、宗旨
任务和奋斗目标， 准确把握总体国
家安全观精神实质， 主动将总体国
家安全观融入血脉， 切实提高全体
师生的政治敏锐性、 政治洞察力和
风险感知能力、 预警预知能力以及
风险防范化解能力。 ( 徐芸 )

我市部署中秋期间森林防火工作
本 报 讯 （周 艳 记者 王 调 翁）9
月11日， 市森林防火指挥部下发紧
急通知，以隐患大排查为抓手，全力
部署当前森林防火工作， 切实做好
中秋、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工作，防止
重大森林火灾的发生。
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坚持“教育
为主，预防在先”原则，印发森林防
火宣传资料， 多媒体多形式开展宣
传，营造人人重视、个个自觉的良好

社会氛围，以人为本、消除隐患。 发
布张贴森林防火《戒严令》，划定防
火戒严区和戒严期， 对重点地段和
交通沿线，县、乡、村三级联动，加派
巡护人员，加大排查力度，严格火源
管理。 同时，为强化应急能力，道县
执行24小时领导带班值班制度，对
专业扑火队伍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防火办组织各乡镇场持续开展防火
演练，提升队伍应急能力，提高技战

术水平，确保招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能胜。 从基层抓起， 从村组做
起，健全完善防火责任制，将宣传、
巡查、值守、扑救等责任细化分解到
部门、到个人，将措施落实到乡镇、
到村组、到山头，将督查重心前移到
基层一线，到具体工作。 对护林员防
火区域网格化管理， 防火责任台账
式登记。

教授画家向上饶集中营名胜区
捐赠新四军英烈画作

本 报 讯 （林 夏 立 记者 王 涛 摄
影报道）9月11日上午， 新四军英烈
冯达飞书画捐赠仪式在上饶市集中
营名胜区管委会举行。 水墨人物肖

像画家陈挺通教授把他为新四军英
烈冯达飞将军所作水墨人物肖像画
无偿捐献给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
念馆永久保存。
冯达飞烈士，原名冯洵，1926年
秋加入共产党， 先后参加广州起义
和广西百色起义。 1938年秋调任新
四军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教育长，
负责总队日常工作， 为部队培养了
一大批军政干部。 1940年12月底任
新四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 1941年1
月皖南事变突围中负伤，2月8日被
国民党特务查获逮捕， 解送上饶集
中营囚禁，1942年6月8日深夜在茅
家岭雷公山麓殉难。
此次捐赠的冯达飞烈士水墨人
物肖像画宏图巨制， 人物刻画精神
饱满，画面生动，惟妙惟肖、栩栩如
生， 生动展现出了冯达飞烈士当年

英勇无畏的精神。 该作品曾在北京
民族文化宫展出， 具有很高的社会
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不仅丰
富了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馆馆
藏资料，同时为丰富展陈、宣传和弘
扬冯达飞英烈的革命斗争事迹提供
了极具价值的宝贵资料。
据了解， 此次举办冯达飞烈士
书画捐赠仪式是上饶集中营名胜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
重要活动之一。 上饶集中营名胜区
管委会将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认
真收藏、展陈好这幅作品，并将以传
承和弘扬红色文化为己任， 积极开
展史料收集、文史研究、资政育人活
动，进一步丰富馆藏资料，扩充馆藏
资源， 保护和运用好这些生动的红
色历史教材，更好地繁荣红色文化，
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