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泰和讯（通讯员肖莉华、樊
军）“去年清明节祭祖，酒席和烟花爆
竹共花费1.58万元，今年取消了这项
活动，节省的资金全都用于新农村建
设……”近日，在泰和县碧溪镇上三峰
新农村建设点，理事会长樊光道向笔者
谈起了村里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主要
得益于该县移风易俗活动“六大行动”。

今年以来，泰和县从首批75个试
点村入手，强力推进环境卫生整治、繁
荣农村文化、陈规陋俗整治、核心价值
观融入、文明家风建设、群众自治提升

“六大行动”，着力破解婚丧嫁娶、铺张
浪费、农民建房等25个方面最直接、最
现实的陈规陋俗。为保证实效，该县
推行“一把手”责任制，并将活动成效
纳入年终综合考核重点内容；同时建
立了由23个部门单位参加的联席会
议制度，负责调度、听取情况汇报和开
展督查。此外，该县还充分利用电视、
报纸、微信等各类媒体和全国基层理
论先进集体“民嘴讲堂”、道德讲堂等
平台，大力宣传移风易俗“六大行动”，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本报乐安讯 （通讯员邹春林）5
月8日晚，乐安县万崇镇丰林村文化
广场热闹非凡，该县老年教育艺术团
正在这里开展移风易俗文艺巡演。
歌舞、小品、快板等一个个喜闻乐见
的节目不时博得在场观众阵阵掌声
和喝彩声。

为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文明
新风，乐安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县
文广新局等联合组织文艺人员，从 5
月8日开始利用晚上农闲时间，在全
县 16 个乡镇巡回演出，在为村民送
去欢乐的同时，把移风易俗送到百姓
心中，营造文明和谐乡风。

本报抚州讯 （通讯员饶方其、
李官鑫）日前，东乡区妇联连心小分
队来到挂点的邓家乡横源村开展移
风易俗宣传活动。这是该区 140 支
连心小分队争当移风易俗宣传员的
缩影。

为了推动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
风，该区各“连心小分队”沉下基层，

帮助村委会建立各项移风易俗规章
制度，并在田间、山头向群众宣传喜
事新办、丧事简办的新风尚，受到了
村民的欢迎。据统计，各连心小分队
共发放移风易俗宣传资料 30 多万
份，签订党员承诺书1.8万份，各村委
会的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实现了
全覆盖。

泰和“六大行动”破陈规陋俗

乐安文艺巡演倡新风

东乡连心小分队助推移风易俗

近日，赣州市南康区采茶歌舞演艺公司在表演通俗易懂的说唱节目。
今年以来，南康区通过送戏下乡、印发倡议书、绘制文化墙等形式，大力提
倡移风易俗，让婚事新办、喜事俭办、厚养薄葬等文明乡风吹进千家万户，
积极培育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 本报记者 鄢朝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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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精准扶贫的一个具体举措，教
育扶贫，为贫困学生铺平了求学之路，
让他们获取知识和技能提供了渠道。
我省富有成效的教育扶贫工作，引起社
会关注。日前，记者跟随到赣州、吉安
等地调研慰问的教育部《教育脱贫攻坚

“十三五”规划》宣讲团，目睹了教育扶
贫工作对贫困家庭产生的显著变化。

残疾儿童入校更方便
“来，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上犹

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刘国香老师借助辅
助设备，为一名脑瘫患儿进行感统训
练。在旁边观看的，是小孩的爷爷奶奶
和同样有身体缺陷的姐姐。

姐弟俩原先跟着在广东务工的父
母治疗，一个月的治疗费就达数万元，
家里负担很重。后来，听说家乡有特殊
教育学校可以免费上学，姐弟俩就被送
回老家接受治疗学习，每个月的治疗费
只需一两千元。

在上犹县特殊教育学校，这样的例
子还有很多。“目前，上犹县有三类残疾

儿童238人，我们学校接纳了127人，解
决了全县一半残疾儿童的入学问题。”
校长蒙芳告诉记者，学校建立了多个资
源教室，结合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特殊
教育学校就读、送教上门三种形式，可
满足全县 9成以上残疾儿童入学。该
校还有 44名住校学生，每人每年享受
国家贫困住校生补助 1200 元，以及该
县精准扶贫相关补助500元。

近年，我省通过大力支持特殊教育
学校开设学龄前教育部、在设区市所属
特教学校设立高中部等方式，积极推进
残疾人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初步
形成了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到高中阶
段教育的特殊教育体系。

免费接受职业教育
来自遂川县农村贫困家庭的赖木

林，就读于吉安市中等专业学校机模
专业。他的愿望就是毕业后能在吉安
市从事本专业工作，以改善家里的经
济条件。

吉安市中等专业学校校长余戈介

绍，针对赖木林这样的农村贫困学生，
学校基本可保证他们不因家贫而失
学。“首先，国家对农村学生免除学费；
第二，面对农村贫困地区的学生，扶贫
办有个‘雨露计划’，每年补助 2000 元
钱；第三是贫困生助学金，覆盖面在
15%左右，每年的资助金额在1500元至
2000 元不等。也就是说，除了不用交
学费，学生每年还有可能拿到 3500 元
至4000元的补助。”余戈说。

吉安市教育局的数据显示，该市已
落实中职免学费人数10926人，资助金
额达 1697.06万元；享受助学金人数为
3694人，资助金额为345.24万元。

2016 年，我省实施了现代职业教
育创新计划，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
和国家助学金制度，引导贫困地区“两
后生”、青年农民和城乡劳动者接受中
等职业学历教育，扩大了中高职衔接面
向省内贫困县招生比例。

引导社会力量献爱心
刘某去年从吉安三中升入吉安一

中读高中。因为父亲早逝、母亲离家，
他多年来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靠亲
戚的救济生活。初中班主任了解情况
后，联系了广东一家志愿服务组织，对
其进行一对一帮扶。这家志愿服务组
织决定资助刘某3年，每年提供助学金
3200 元，并带刘某到广东参加各种家
庭活动。如今，刘某变得越来越自信，
成绩有了显著提高。“现在经济上没什
么压力了，我要安心读书，争取考上理
想的大学。”刘某对未来充满憧憬。

这是社会力量助力我省教育精准
扶贫工程的一个缩影。我省顺应社会
各界支持教育发展的热情，引导社会组
织参与捐资助学。2016年9月，香港智
华基金会向南昌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
两所大学和德安一中等 7所中学捐赠
7200万元。

为让社会资金起到精准帮扶的作
用，全省各级部门积极呼应社会机构的
捐资方向，做好帮扶学校、帮扶学生的
遴选工作，确保捐赠资金用在最需要的
地方。

“我来自大山，是被爸爸在路边捡到
的。他是个双目失明的农民。国家助学
金，又让我圆了大学梦……”日前，在《国
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
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出台十周年
之际，人民日报刊登的这篇短文《我又可
以安心读书了》，洋溢着作者感恩奋进、
励志成才的肺腑之言，而作者正是江西
科技师范大学大四学生周芳。

三次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三次被
评为校级三好学生；2016年 7月，获得
全国高校“助学·筑梦·铸人”主题征文
活动一等奖……周芳的成长故事，有坎

坷，更有自强。
1995年初春的一天，刚出生的周芳

被遗弃在万安县涧田乡的街边，被前来
赶集的周期发发现，心生怜悯的他决心
领养她。从此，父女俩相依为命。然而，
随着年龄增长，原本就患有眼疾的周期
发不久后双目失明。为了抚养女儿，他
仅凭一根盲杖和模糊的记忆，坚持下田
种菜、上山砍柴，摔进水沟、滚落下山的
意外时常发生。每回看到周期发浑身脏
兮兮、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回到家，周芳眼
泪就止不住地掉。“不怕，只要你在学校
好好读书，这点苦算什么！”父亲的坚强
和安慰让周芳从小就用功读书。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从小学三年
级开始，周芳便学会了种菜、洗衣、做
饭。2004 年，在村委和当地民政部门
的帮助下，作为村里五保户，父女俩搬
进了敬老院，从此，周期发不用再为温
饱冒险上山下田，周芳的上学费用问题
也得到了解决。

2013 年夏天，当收到江西科技师
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父女俩既喜又
悲，喜的是周芳即将圆大学梦，悲的是
这个家庭显然承受不了上大学的费
用。那个夏天，周芳第一次外出打工，
但2000多元的报酬依然杯水车薪。关
键时候，当地政府的资助政策和国家助

学金帮了周芳大忙。“针对考上二本及
以上高校的贫困生，政府给予我们每人
5000 元的资助金，大一又得了国家助
学金 4000元和校级助学金 2000元，这
些犹如雪中送炭，大一基本就没问题
了！”周芳告诉记者，不仅如此，得益于
国家的资助政策，大二大三的学费减免
也为她减去了不小的经济负担。

在校期间，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
周芳先后获得三次国家励志奖学金。

“之所以参加‘助学·筑梦·铸人’征文活
动，也是想用自己的经历让更多贫困孩
子明白，只要自己努力，贫困并不会成
为求学路上的障碍，党和政府还有社会
会帮助我们圆梦成才。”周芳说。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父亲对于
我，恩情胜似天；党和政府的资助关爱，
圆了我的大学梦。希望有朝一日，我也
能像帮助我的人一样，尽力帮助别人。”
说起今后的打算，即将毕业的周芳正准
备参加公务员考试，“希望能回到家乡
的乡镇做名公务员，或者当名教师，回
报家乡的同时也能照顾爸爸。”

一个人的名字，一般是长辈给起的，大
多有所寄托，有所希冀。南昌市新才学校
语文教师廉爽，名如其人，“廉”“爽”分明。

廉老师起点“廉”。她和大多数教师
不同，她学的是金融。所以当她走上讲
台时，教学经验“廉”得等于“零”。

1995年，19岁的东北姑娘廉爽考上
了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会计系。在学
校，她收获了知识，也收获了爱情。男友
是赣南人，毕业后，她做通了父母的思想
工作，放弃了进本地银行工作的机会，和
男友一起回到了江西。

当年，金融学校毕业生回到家乡，一
般都有分配。男友进入了他家乡县城的
金融部门，而她只得自己去找工作。几
番周折，她进了当地的一所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采取封闭式教学，全天候
跟学生待在一块，她用最笨、最原始的办
法“备课”：买来现成的教案，先抄一遍，
再背下来。她记忆力好，上到哪一课、哪
一页、哪一句，教案上怎么说，她都倒豆
子似地讲出来。小县城老师上课不爱讲
普通话，她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抓住了孩
子们的心，加上年轻有朝气，很快就跟学
生打成一片。

廉老师生活“廉”。2005年，廉爽的
爱人到南昌工作，她也考到了南昌新才

学校教师岗位。刚到南昌时，先是租房
子住，条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日子过得
较为清苦。“后来因为做课件的需要，咬
咬牙买了一台电脑，成了我们当时在南
昌家中唯一的‘大件’。”廉老师回忆。

廉老师师德“廉”。她教学业绩显
著，从青山湖区“崛起杯”教学竞赛一等
奖到南昌市“园丁杯”教学竞赛一等奖并
获“教学能手”称号，全国说课大赛一等
奖，她获得的荣誉越来越多，名气越来越
大。先后被评为江西省“师德先进个
人”、全国优秀实验教师等。她多次指导
学生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
业委员会全国作文竞赛，都获得一等
奖。拿着这么多金字招牌，随随便便就
可以“开小灶”，轻轻松松赚大钱了，可她
从来不这么做；很多校外辅导机构出高
价请廉老师“出山”，她都从不心动。

“这跟一个人的价值观有关系，也许
就是一种操守吧。”廉爽说，“我们确实不
富裕，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外地人刚到南
昌，要买房，是很需要钱。但做老师有做
老师的底线，我不能逾越这条底线。”

参加教研活动，廉爽很“爽”。从赣
南老区来到省会，她顿感平台大了许多，
原来在去赣州市听公开课，对老师来说
是最好的“福利”，这种“福利”几年都难

得有一次。来到南昌，情况大不一样，不
是青山湖区有教研活动，就是市里有公
开课。廉爽久旱逢甘雨，只要有公开课
就去参加，刚来的时候，一个学期下来，
她仅校外听课就达52节，是当时青山湖
区老师中最多的。

网上晒课，廉爽很“爽”。“近两年，上
级教育部门要求我们老师录课，上传到
网上晒课。有不少老师因各种原因不太
愿意承担，我可能相反，对这种新兴的教
学手段特别感兴趣。”晒课的目的是激励
教师把课教好、录好。“过去设备落后，录
播一堂课，学校出钱请人拍，面对三四台
机子讲课，录得不好还要重来。”廉爽说，

“现在区里有了专业的录播教室，设备都
是全自动的，无须人员拍摄。有这么好
的条件，再把课呈现出来，这多好啊！我
想，当一回老师，能留下自己的几堂课，
是很幸福的事儿。”2015年在“一师一优
课，一课一名师”的晒课活动中，她执教
的《答谢中书书》获部级优课奖，2016年
录的《乡愁》获得省级优课奖。

提升素质，廉爽很“爽”。她在教学
之余，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取得了中级经
济师资格，接着，她又取得了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资格，她说：“健康的体魄是生
命存在的基础，健康的心理则影响生命

的质量。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推广心
理咨询知识，帮助更多的师生改善自身
的心理环境，使我的同仁和学生驱散心
灵的雾霾，是我的初衷。”

给学生的爱，廉爽很“爽”。“讲台就
是我忘忧的平台。当我站在讲台上，看
到孩子们乐于上我的语文课，我很开心；
看到他们愿意和我交流、表现很精彩时，
我就更开心。”

“在我眼中，没有差生，每个孩子都
是独一无二的。”廉爽说。这些年，她利
用语文课堂的课前，让学生将国内外新
闻、好书推荐、名人轶事有机地组合起
来，然后以小组的形式播报。班上有位
男生，因小时遭遇火灾受伤，无法正常发
音。但每次播报，他都乐于参与。最近
的一次播报后，这名学生用含混不清的
声音问她，她听出来了，是“老师，我播报
得好吗？”她真诚地对他说：“你表现得很
棒。以后你要大胆地说、多说，你可以
的！”他很开心，一字一顿地说：“我下次
也想同他们一样脱稿说！”

这大出廉老师意料，也深受感动。
事后她记下当时的感受：“我不是医生，
不知道生理上的语音恢复要多久，但作
为语文老师，我愿意在孩子最渴望知识
的年龄里，给他们心灵上的呵护。”

本报万年讯 （记者吕玉玺）“这样
的谈心提醒教育有利于及时发现和纠
正自身存在的问题，防止小问题向大错
误演变，体现了组织的严管厚爱。”5月
11 日，刚刚接受完万年县纪委主要领
导廉政谈话提醒后，县纪委副书王崇新
表示，一定正视不足，认真纠正，对工作
高标准、严要求。

此次“一对一”廉政谈话提醒是万
年县推进廉政谈话提醒全覆盖，狠抓

“两个责任”落实，严格干部监督管理
的一个缩影。按照“分级管理、层层负
责”的原则，廉政谈话提醒由各级党组
织实施，采取“一对一”方式进行，做到

“六谈六覆盖”，即县委书记对县人大、
县政协主要领导以及县委常委班子成

员、法检两长进行谈话提醒，做到一年
一覆盖；县委书记、县纪委书记对乡镇
党委书记、纪委书记进行谈话提醒，做
到一年一覆盖；县人大、县政府、县政
协主要领导对相关副县级领导班子成
员进行谈话提醒，做到一年一覆盖；县
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对分管部门主
要负责人，县人大、县政协领导班子成
员对分管委办负责人，法检两长对其
领导班子成员进行谈话提醒，做到一
年一覆盖；各乡镇、各单位党委（党组）
负责人对所在单位领导班子成员进行
谈话提醒，做到一年一覆盖；各乡镇、
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对分管二级单
位、科室负责人等进行谈话提醒，做到
一年一覆盖。

本报鄱阳讯 （记者钟端浪）“我作
为村党支部书记，不但没在脱贫攻坚工
作中发挥表率作用，还带着村委会干部
违规套取截留危房改造资金，真是愧对
组织和群众的信任……”日前，面对鄱
阳县纪委回访工作人员，该县饶埠镇畲
塘村党支部书记胡常华回忆起违规套
取危房改造资金的事，仍后悔不已。

此前，鄱阳县纪委根据该县第一巡
察组提供的问题线索，对胡常华进行立
案审查。经查，2012年至2015年，胡常
华通过将不符合条件的农户上报为危
房改造户，先后套取截留国家危房改造
资金14.05万元用于村委会日常工作开
支。根据调查结果，经县纪委研究决
定，给予胡常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
责令其将截留经费上缴财政。

“去年以来，像胡常华这样因套取
扶 贫 资 金 被 查 处 的 村 组 干 部 有 18
人。”鄱阳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王宗
华说，当前脱贫攻坚工作已经到了啃
硬骨头的关键阶段，却仍有个别干部
把扶贫资金当作“唐僧肉”，吃拿卡要、
雁过拔毛、优亲厚友、与民争利等问题
时有发生。2016 年至今，鄱阳县派出
了 3个专项巡察组开展扶贫领域专项
巡察。对巡察中发现的问题线索及时
移交，建立问题清单、线索清单、整改
清单台账，从快从严处理，确保巡察发
现的问题线索查处到位、整改到位。
据统计数据显示，该县对扶贫领域违
纪问题立案 95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70人，问责处理 20人，移送司法机关 2
人，通报典型案例 11起。

本报万载讯 （通讯员高叙景） 近
年来，万载县紧紧围绕特色种养和休闲
旅游等生态产业，大力开展农村实用技
能培训。

该县通过“素质培训工程”和“一
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等途径，在县职校
开设了农业技能培训专业，并开展了
长短期结合灵活的农村实用技能培

训。同时，依托“国家现代（有机）农业
示范区”和金源农业等龙头企业，大力
拓展特色种养对口技能培训。目前，
全县已培养能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乡
土人才 450 余名。在这些乡土人才的
带动下，全县新增各种农村新型经营
主体 156 家，安排农村劳动力转移就
业 1.5万余人。

廉爽老师的“廉”与“爽”
本报记者 江仲俞

万年廉政谈话提醒全覆盖

鄱阳18名村组干部打扶贫款主意被查处

万载培养乡土人才

铺就平坦求学路
——我省教育扶贫工作掠影

本报记者 张武明 实习生 陈 芬

感恩之心伴我行
——国家励志奖学金获得者周芳的成长感悟

本报记者 卞 晔

5月 12日，全南县金龙
镇木金小学的学生和家长
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学习
溺水后的施救方法。当日，
该校邀请医护人员和家长
共同到学校开展夏日学生
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通过
实例警示教育、在危险区域
设置警戒牌、现场模拟急救
等方式，传授防溺水知识和
技能，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和
自救自护能力。

特约通讯员 钟炆秦摄

学自救
防溺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