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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南昌县好家风、家训评选活
动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开展“最受欢
迎廉洁文明家规、家训”和“最受欢迎廉
洁文明家风故事”征集评选活动后，该
县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和点赞，访问量累
计达 24万次，6万人次参与投票。这一
活动，进一步激发和唤醒了该县干部群
众优秀家风中的廉洁因素，树立起了

“廉洁文明家风”特色品牌。
据了解，为传播“莲廉”之风，该县

领导班子充分发挥带头作用，立家规、
重家风、正作风，加强对亲属子女和身
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全县3.1万名
党员参加了“廉洁文明家风”专题讨
论。结合民情连心桥 1530 个网格点，
2.9 万名党员干部主动到居住地社区
（村委会）报到，并签订“廉洁文明家风”
承诺书。各级党组织召开“廉洁文明家
风”建设专题组织生活会 1638次，会上
晒家规、谈家风、话家训。

此外，该县还开展了“廉洁文明家

庭”评选活动，并邀请 12户廉洁文明家
庭代表在全县各地巡回演讲。同时举
办领导干部配偶“廉洁文明家风”专修
班，658名科级干部家属集体宣誓“争当
廉内助，培育好家风”。县纪委班子成
员带队，每季度都邀请党外监督员对全
县各级党组织开展“廉洁文明家风”建
设专项监督，到现在共发现问题 52个，
整改问题45个。

为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家风文化
品牌，该县还挖掘优秀文化，融入地域
特色，创新活动载体，不断创作群众喜
闻乐见的家风作品。如 9月 4日，全县
小学皆开设廉洁教育课程，向 5.5万余
名小学生免费发放廉洁修身读本《做
一枝高洁的莲》，让“莲廉”的种子在孩
子心底发芽。通过整理汇编《南昌县
优秀家风家规家训》，开设“感受家风
家规家训”电视专栏等，在全县上下营
造出“传承优秀家风、践行廉洁文明”
的新风尚。 （余鹭煌 罗人荣）

南昌县：廉洁之花正绽放

新学年，新起点，迎新同学。在一
群特殊学生的期盼中，九月如常而来，
寂寞了一个暑假的“警毓楼”顿时沸腾
起来。与以往不同的是，整座楼被再
次进行了翻新改造，崭新地呈现在大
家面前。

进入警毓楼，一股军事风充满了
整座楼。棱角分明的方块被，统一编
号的生活物品及器具，线条似的设施
摆放等，不少部队元素体现其中。孩
子们笔直的腰杆，走起路来似踢正步
的样子，俨然一副军人的模样。置身
在这整齐划一的环境中，你并不会惊
讶于这些似豆腐块的被子，出自这些
10岁左右的孩子之手。而孩子们身上
散发的这种精气神，不禁让你好奇这
个萍乡市唯一集教养为一体的新型扶
贫支教项目——警毓楼的奇特之处。

模式：“硬件”与“软件”
齐抓

因容纳面积有限，警毓楼每年计划
招收30名符合条件的学生。为使大楼
更适合于学生学习和生活，萍乡公安消
防支队于2016年1月和2017年8月，先
后两次对建筑面积约为 700平方米的
警毓楼进行了翻新改造，大约总共花费
了60万元。当警毓楼第一次进入公众
视野时，一改原本破旧、暗沉的面貌，被
重新刷上的白粉让整座楼亮堂不少，原
本破损的墙面和水泥地都穿上了“新
衣”，楼内也新增了不少学习用品和生

活设施，一切都整齐有序。而今年8月，
再次刷新“容颜”的警毓楼换了面子，
改了里子。原先单一的白色有了红黄
两色更显生机，地面发亮的瓷砖让楼更
显明亮，孩子们的学习区、生活区、运动
区合理布局，让焕然一新的警毓楼变得
更加标准化、规范化。

硬件在变，“软件”也在变。为有
效解决孩子们因监护人长期疏于管
教、家庭成员普遍文化素质较低等因
素，致使孩子们学习意向不强、成绩不
佳等问题，萍乡消防教育扶贫由最初
的“解决温饱”延伸至“提高成绩”。每
周一到周五，除了消防官兵们的身影
外，还迎来了“龚全珍志愿者协会”的
爱心老师们。他们在课外时间为孩子
们辅导功课。为增加孩子们的学习兴
趣，警毓楼邀请了书法、美术、国学、舞
蹈等老师给孩子们上课外课。下一
步，萍乡消防将与莲花县城北小学建
立联动教学机制，聘请专业老师给他
们传授学习方法，真正做到让孩子们
吃得好住得好，学习成绩也变好，为以
后的初中、高中学习打下扎实基础。

除此之外，警毓楼还有自己独特
的“软件教育”。上课不能迟到、吃饭
不能造成浪费、起床后必须整理好内
务，所有学生 6 时 30 分参加晨练等。

“这样严格要求带来的效果是什么？
一没有不吃早餐的，二没有不起床的，
三身体变好纪律加强，四意志力得到
了磨练。”新任莲花县消防大队教导员

曹英聚解释道。在他们看来，思想、精
神、体质扶贫也是重要的扶贫。在这
样的教育当中，孩子们融入一个平等
自立的环境里，自信心起来了，学习和
自立的能力也加强了。

特色：强化社会责任教
育+半军事化管理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是警毓楼
学子刘志华时常鞭策自己的话语。而
初入警毓楼时的刘志华，话不多，且整
个人显得萎靡。生性孤僻、不服管教、
学习成绩差是其奶奶对他的评价。而
如今再次见到他时，他竟也开始主动与
我们交谈。“在消防叔叔的带领下，我多
次参观了军营，而且还去了几个纪念
馆，通过一年多来的接触，我从他们身
上感受到了这种社会责任感。今后，我
要更加勤奋学习，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刘志华是警毓楼里众多学生中普
通的一员，而做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
是警毓楼学子们的共识。

在警毓楼，孩子们无偿使用生活
设施和教学资源，起床、洗簌、早操、内
务整理、上下课、午休、课外活动等一
日生活都严格按照半军事管理制度进
行。而孩子们在就读期间，无论在学
习还是实践中，萍乡消防支队一改学
校式说教、讲大道理或是“保姆式”的
监管方式，放手让孩子们通过自身实
践来提高认识，养成良好的政治素质

和思想素质，使孩子们在集体生活的
过程中学会如何做人做事，并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在萍乡消防支队看来，“一个人只
有首先热爱自己的国家，才会对社会
负有责任心，作出自己的贡献。”因此，
爱国主义被视为警毓楼整个思想教育
中首要的一环。学生们必须参加每周
一的升旗仪式，让他们在这样的气氛
中潜移默化地感染爱国主义精神。在
警毓楼走廊和学习区的墙壁上，挂满
了孩子们参观军营等活动的相片，让
他们发愤图强时不忘军人的爱国情
怀；孩子们的宿舍也分别被标上了“战
斗一班”“战斗二班”等字样，让他们在
良好的德育环境里感受这种无声的教
育，让爱国主义情怀不断沁入学生的
心田。而在素有“萍乡的将军县”的红
色革命老区莲花县，有着优良的革命
传统，萍乡消防支队紧紧抓住这个优
势，用身边的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并利用其独特的红色资源为孩子们进
行党性洗礼，从而转变他们的思想观
念和精神状态。

通过生活上规范学生的行为，思
想上坚持将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放在
首位，孩子们身上发生着喜人的改
变。而随着楼内设施的不断改善、教
育扶贫力度的不断增加，一种友好、互
助、向上向善的气氛在孩子们之间悄
然形成。

一条特色扶贫路
——萍乡消防支队教育扶贫纪事之三

江国能 江 玲

家风无声化春雨 修身齐家济世长

鄱阳一“廉孝”家训代代相传近900年 本报讯 （记者陈斌华 实习生马婉
莹）9月12日，中华慈善总会慈善药品援
助项目新发药点，落户南昌黄庆仁栈华
氏大药房象山南路店。今后，低保大病
患者向中华慈善总会项目部提交申请
并通过审核后，可在此免费领取药品。
非低保大病患者自费连续服用 3至 5个
月后可提出申请，申请经审核通过后，
也可免费领取药品。

据悉，慈善药品援助项目是由中华
慈善总会发起，为患白血病、肺癌、肝癌
等重大疾病的贫困群众提供药品援助
的慈善项目，由省慈善总会负责向江西
境内受助患者发放药品。数据显示，截
至 2017年 7月底，慈善药品援助项目共
为贫困家庭大病患者发放援助药品
62763人次，价值人民币 17.65亿元。

由于前来领药的患者年龄较大，身
体虚弱，省慈善总会特意将发药点迁往
交通便利的象山南路黄庆仁栈华氏大药
房。患者凭借医生开具的处方和身份
证，可前往领药。不过，领取格列卫药品
的患者，需带上中华慈善总会制定的患
者信息手册。由于每种药品领取时间不
同，患者可以拨打0791-86621995咨询。

目前，省慈善总会慈善药品援助项
目已经增加到10种，包括用于治疗白血
病、胃肠道间质瘤的药品格列卫、达希
纳；用于治疗地中海贫血的药品恩瑞
格；用于治疗肺癌的药品易瑞沙、泰瑞
沙；用于治疗肾细胞癌的药品多吉美；
用于治疗脉动肺高压的药品万他维；用
于治疗肺癌的药品特罗凯，治疗直肠癌
的药品安维汀、爱必妥。

低保大病患者可免费领药
慈善药品援助项目发药点揭牌

本报讯（记者游静）9月12日，记者
从江西·崇仁第三届麻鸡美食文化旅游
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17崇仁麻鸡美
食文化旅游节从今年8月底启动至11月
底结束，活动由中国烹饪协会、崇仁县麻
鸡产业优化升级工作领导小组、崇仁县
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

崇仁麻鸡起源于唐末，是中国十
大名鸡、江西四大名鸡之一。1997 年，
崇 仁 被 农 业 部 命 名 为“ 中 国 麻 鸡 之
乡”。目前，该县从事麻鸡产业人口超
过 3 万，2016 年出栏麻鸡 7800 万羽，实
现产值 19.5 亿元。江西·崇仁麻鸡美
食文化旅游节已经成功举办两届。今
年的活动将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社会参与等方式，深度挖掘崇仁麻鸡
美食文化内涵，将旅游文化与麻鸡美
食深度融合，让国内外游客领略崇仁特
色风情、品尝麻鸡美食，进一步唱响崇
仁麻鸡品牌，展示崇仁新形象。

本届麻鸡美食文化旅游节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系列活动内容包括“崇
仁麻鸡遇上天下名厨”文化论坛及展
演、崇仁麻鸡美食参加汤显祖国际戏剧
节（美食文化节）、《崇仁麻鸡天下知》创
意菜谱征集及书刊编撰、江西省外经龙
头企业崇仁行、江西·崇仁“第三届麻鸡
美食文化旅游节”书画展、崇仁麻鸡文
化创意产品发布会暨《崇仁麻鸡天下
知》书刊首发式等。

江西·崇仁第三届麻鸡美食文化旅游节举行

本报讯（记者杨静）9月12日，记者
从省公安厅交管局获悉，我省在上饶率
先试点驾驶培训监管服务平台对接公
安考试系统，今后驾校学员练车前必须
按指纹“签到”，培训过程中还要通过人
脸比对核实学车人身份，学员学时信息
通过安装在教练车、驾驶模拟器和理论
教室的计时终端设备，实时采集、传送
到运管机构的驾驶培训监管服务平台，
经审核无误后再推送到公安考试系
统。过去驾培机构普遍存在的培训不
规范、偷漏学时以及挂靠经营等问题将
得到有效解决。

据了解，2016 年下半年以来，省公
路运输管理局与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
积极沟通、协调，最终确定在上饶先行
开展系统对接试点。目前，上饶市、县
两级运管机构已启用由交通运输部统
一研发的省级驾驶培训监管服务平台，
对接全市 88所驾培机构的计时培训系

统，今后各级运管机构可以通过监管平
台实现对驾驶员培训过程的全程动态
监管。

此外，上饶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和市
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联合印发了《上饶
市驾驶培训监管服务平台与公安考试
系统对接工作方案》，进一步加强驾驶
员培训管理与考试工作配合。上饶市
道路运输管理局负责甄别和处理监管
平台自动识别的异常、可疑学时信息，
向公安考试系统实时传送符合要求的
电子培训记录。

从 11月 1日起，上饶公安交警部门
将在受理驾校学员的自主约考时，对
培训学时不达标、培训记录未获运管
机构审核签章的学员，不予受理其考
试申请。

据了解，我省将总结试点经验，适
时向全省推广，尽快实现系统对接“全
覆盖”。

驾培平台对接公安考试系统试点
将有效解决偷漏学时等问题

本报南丰讯（记者钟端浪 实习生王
山龙）9月12日，2017年“服务百姓健康行
动”全省大型义诊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南丰
县举行。活动主办方省卫生计生委相关
负责人要求城市医务人员要发扬“不畏艰
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职
业精神，深入基层开展疾病诊治、手术治
疗、宣传培训、带教查房等工作，让基层
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城市大医院专家提
供的安全、优质、高效、价廉的医疗服务。

12 日上午，来自省人民医院、南昌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南昌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省中医
院、省肿瘤医院、省儿童医院、抚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南丰县人民医院、南丰县中
医院等10家省市县医院50余名专家，在
南丰县橘都广场为群众提供义诊咨询服
务1023人次，发放健康宣传材料5000余
份，免费血糖检测114人次。随后，省市
专家还将深入南丰县医疗卫生机构开展
为期4天的指导、帮扶和会诊。

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在 9 月 9 日至
15 日期间，全省各地将结合实际，开展
公共场所义诊、城乡医院对口支援义诊、
贫困地区义诊、基层义诊、健康大讲堂、
医院内义诊、医疗服务进军营进警营等
形式多样的义诊巡诊服务活动，用实际
行动助力健康扶贫。

“服务百姓健康行动”

全省大型义诊活动周启动

一排排深蓝色的光伏板整齐排列,太阳能电池板
在阳光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这是江西省慈善总会
在遂川县堆子前镇久渡村投资 132 万元兴建的
210kW光伏电站。8月25日，久渡村光伏电站举行揭
牌和分红股权证发放仪式，7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现场
领取分红股权证。从此，他们有了自己的产业，实现
了从贫困户到股东的华丽转身。

久渡村位于遂川县的大山深处，距镇政府约 7.5
公里，交通不便，全村有19个村民小组，16个自然村，
总计995户，3357人，人均耕地不足0.3亩，是“十三五”
贫困村，扶贫开发任务艰巨。光伏扶贫作为扶贫工作

的一种新途径，受到国家支持。久渡村是吉安市民政
局挂点扶贫村，吉安市民政局在得知省慈善总会的“栽
富树”扶贫项目后，决定申报产业扶贫项目，建设光伏
电站。

6月 8日，省慈善总会有关负责人前往久渡村实
地考察并现场签约，投入 132万元资助久渡村“栽富
树”（210kW光伏电站）项目建设，发电收益全部用于
资助久渡村贫困群体。6月30日，久渡村光伏电站建
成并网发电。经过近两个月的运营，截至 8月 25日，
久渡村光伏电站共发电 5.013万千瓦时，以每千瓦时
0.98 元的价格计算，已经产生了 4.913 万元的收益。

预计到 12月底发电收入将突破 15万元，今后 5年每
年收益将不低于22万元。

为了更好地维护光伏电站的运转，久渡村村民自
发成立了光伏互助理事会，吸纳了2名贫困户、3名老
党员、2名村干部为理事，并制定了理事会章程，负责
光伏电站收益分红和监管。根据家庭贫困程度，按每
户1至1.5股的标准发放分红。

贫困户胡海明是此次“栽富树”扶贫项目光伏电
站的受益人之一。胡海明患有风湿性关节炎，不能
干重体力活，每月打零工能赚取 2000 元左右，老婆
没有劳动能力，在家照顾 3 个孩子读书。家里只有
1.7 亩田地，全家都靠低保和他打零工勉强维持温
饱。如今，他成为光伏电站的股东，每年多了2000多
元的分红。

为配合我省脱贫工作，省慈善总会正通过产业带
动扶贫，为贫困县栽下“致富树”，让贫困户源源不断
地享受产业红利。省慈善总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不久
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栽富树”项目在这片红土地上开
花结果，惠及更多的“胡海明”。

“输血”变“造血”
——“栽富树”项目让贫困户绽放笑颜

本报记者 陈斌华

9月4日，浮梁县浮瑶
仙芝茶业有限公司员工
正在新佳茶园机械化采
摘秋茶。该茶园为有机
生态茶园，“茶成园，树成
行，路成网”，被授予全国
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示
范基地，产品出口英国、
俄罗斯等国家。

本报记者 程 鹃摄

生态茶园

本报鄱阳讯（记者张晶）“江西鄱阳刘应麒：不将
山水带还乡”，前不久，一则喜讯传遍鄱阳县的十里八
乡：凰岗乡清塘村刘氏家族的家训家规登上了中纪委
网站的首页头条，网站以宣传片的形式介绍了明朝鄱
阳籍著名廉吏刘应麒的求学为官之路和刘氏家训形
成发展近900年的生动故事。

据记载，鄱阳刘氏是江南望族。从唐到明，其间
数十代里，科举蝉联，簪缨相接。自南宋年间起，鄱阳
刘氏开始着手制订家规家训，并逐步完善形成了《刘
氏家训八条》《刘氏家规十二款》和《刘氏垂规凡例二
十三则》，以“孝”立本，以“廉”为魂，让一代一代的刘
氏子弟奉为圭臬。

初秋时节，古树掩映下的清塘村屋舍俨然，鸡犬
之声相闻，邻里和睦相助。前不久，村里要修建一个
新戏台，大家你 50元他 100元的进行募捐，一下子就

募集到了十几万元。乡贤刘宽石、刘国强各捐款
1 万元。

84岁的老村支书刘有明说，这样的事在村里很常
见。2004年，全村百姓就曾每人 120元，共同捐资 60
万元，将村里的老路全部修整一新；今年春天，在深圳
做生意的乡贤刘保朝又一人捐资，为每家每户装上了
太阳能路灯和垃圾筒。

“敦孝悌”，是刘氏家训第一条。在清塘村，尊老
蔚然成风。刘有明指着一栋有些破旧的老房子说：这
家的主人叫刘胜木，妻子偏瘫在床20多年，他始终不
离不弃，送水喂饭、端屎倒尿、擦脸洗脚。后来，他又
把岳父岳母接到家中悉心照顾，直至老人去世；70多
岁的五保户刘德焱，无儿无女，年轻时靠打零工度日，
60岁后由4个侄子轮流照顾。不仅如此，村里谁家有
好吃的，也都会喊上他。

刘氏子弟“端士品、务忠诚”，为人为官“宁方勿
圆，宁直勿曲”。明代刘应麒因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
污，几次辞官归乡，并拿出俸禄，赈济救灾；民国时期，
丽阳（今景德镇）乡长刘敏，主动牺牲自家利益，化解
了清塘村与邻村马湾村的一起山林纠纷。据介绍，该
村在外科级以上干部几十人、大学生 200多个，无一
人违法乱纪，在当地传为美谈。

秋阳下，村口池塘清澈如许，莲花摇曳婀娜。塘
边乘凉嬉戏的村民们笑道，我们这家家户户不用关大
门的，从来没有发生过偷盗事件。一旁的县纪委常委
王芳芳接过话题：清塘刘氏代代传家训，人人守规
矩。孩子牙牙学语时，大人就教他们背家训。除了刘
氏家训，鄱阳还有江万里、陶侃等本土历史名人的家
风家训典故，县里打算拍摄一系列家风专题片，并把
这些家训印成小册子发到各家各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