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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杨学文 张 晨综 合
本报宜黄讯 （记者陈青峰、李耀文）近日，记者在宜黄

县二都镇白槎村看到，这里在完成改水改厕改路等“六改”
的基础上，已建成村中休闲广场、民俗文化馆、家风家训馆、
村民之家，一些旧民居也在修缮打造中。村委会主任黄黎
明说：“现在每逢双休日，到我们村来参观的游客有上百
人。”近年来，宜黄县突出生态文化特色，打造乡村纯美新
景，搭建乡村旅游平台，全县已成功创建国家级生态乡镇 4
个、省级生态乡镇 11 个，省级生态村 15 个、市级生态村 42
个；全县接待游客每年以30%以上的速度增长。

宜黄是省级生态县，森林覆盖率达76.25%。该县依托自
然禀赋，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做好旅游规划，在推进重点景区
建设的同时，着力打造乡村旅游示范点。姚陂镇戈坪村是一
个三面环水、四面绕绿、环境优美的自然半岛，按照“政府引
导、村民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该县在戈坪村进行了游步
道、公厕、停车场、度假屋、民宿、水上娱乐、农村生活汅水一体
化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览；东陂镇江背
生态休闲村是个移民新村，多年来生态环境保护规范有序，现
在村里绿树成荫、溪水清澈，房屋错落有致，环境更加优美；南
源乡夺中养生度假村里的古树群、古建筑等都得到很好保护，
4个村小组全部完成新农村建设，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目前，
该县已打造出2个4A级、4个3A级乡村旅游示范点，江背村
和夺中村被列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与此同时，该县深入挖掘地域文化之美，使乡村旅游在
生态的底色中散发文化气息。按照农业、文化、旅游三位一
体的功能定位，该县加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宜黄戏、竹杠
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普及，既丰富了乡村群众文化
生活，又为乡村旅游增添文化色彩。二都镇白槎村还收集
旧式木床桌椅、水车、风车、石磨等 400多件农耕生活旧物，
建立民俗文化馆，让游客体验农家生活。位于该县城南乡
陈坊村后曹山山麓的曹山古寺是佛教曹洞宗的祖庭，该县
按照“禅韵胜地”来打造曹山景区，同时对石巩寺景区按“江
西普陀山”来打造，对谭纶文化公园按“国学文化园”打造，
对棠阴古镇的古建筑进行维修保护，使该县乡村旅游各景
区景点充满文化味，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赏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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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责任扛在肩上

“思想高度统一，责任压实到位，
督查机制完善，就能把事干好。”县卫
计委主任傅智仁每天都到监管路段暗
访，并听取单位督查组的情况通报。
不仅如此，卫计委主动“揽事”，投资近

10 万元将大院外 100 米长的小

巷进行改造，成为一道靓

丽的文化景观。

“创城为民、创城

惠民”，宜丰各级领

导干部将责任扛在

肩 上 。 制 定 出 台

《宜丰县创建全国

文明县城工作实施

方案》《宜丰县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网格

管理办法》，将城区划

分为 17 个网格和 167 条

路段，分别由县四套班子领

导担任网格长和路段长，牵头178
个部门单位、企业商户落实各自的网

格片区、监管路段，共同参与城市管

理。各部门单位 50%以上人员每天在

监管路段和网格片区帮建。

8月底，宜丰召开千名干部创建工

作推进会，制定《宜丰县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测评迎检工作方案》，成立全民动

员、氛围营造、综合治理、环境卫生等9

个 工 作

组，由县

四套班子

领导任组

长，对基础

设施、创建氛

围、环境卫生进

行彻底整治。抽

调 22 个部门单位成立

近百人组成创城综合执法队，对乱停

乱放、占道经营、废弃杂物、乱排油烟

等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整治。

创建没有旁观者

新昌镇桂花社区 65 岁的居民刘

林生是名党员，8月份以来，他就

组织了5名热心居民投身创建文明

城工作，义务清理公共楼道的陈年杂

物、卫生死角的垃圾，一忙就是一个

月。刘林生高兴地说，现在小街小巷

都硬化了，路上什么时候都干干净净，

人们的文明素质也在提升。

创建没有旁观者。宜丰开展“走

访千楼万家”活动，派出了 2000 多名

干部遍访每一户居民、每一个门店，

发放倡议书和调查问卷 10万余份，使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成为全社会的共

识，发动了全县人民参与到创建中

来。党员、青年、巾帼等 9支志愿服务

队常态化开展文明宣传、文明劝导、

交通协管、卫生打扫等志愿活动。城

区商户、社区居民自发参与了为期两

个月的综合整治行动。全民创建，效

果明显。近两个月来，全县投入 2300
多万元，新建大型停车场 3个，整修公

园广场 5 个，改造主次干道和小街小

巷 46条，建立文化墙 38处 5200多米，

硬化路面 1.3 万平方米，粉刷破旧墙

面 2.5万平方米，铺设草皮近 3万平方

米，清理楼道 2400多个、乱种乱养 360
多处。

问题导向抓督查

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六名特殊的

“挑刺者”就会行走在宜丰县城的大街

小巷、公园广场、单位院落，寻找文明

城市创建中不足的地方，再向当地反

馈。他们就是根据宜春市委主要领导

指示成立的“宜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督查指导组”。督导组成员每天住在
宜丰，兢兢业业担当职责。

宜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得
到了省市领导的重视和关心。宜春
市委主要领导到宜丰调研之后指示
成立督导组，对创城工作进行督查指
导。市委宣传部主要领导多次赴宜
丰调研指导。迎接创城“大考”，需要
严格的纪律做保障。宜丰以问题为
导向，抓好创城工作督查。县委出台
了《宜丰县创建全国县级文明城市工

作问责办法》，由县纪委牵头成立督
查问责组，抽调人员每天三次对各网
格片区、监管路段的责任人员进行督
查，对创建工作中出现虚以应付、推
诿扯皮、任务落实不到位的部门单位
和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目前，已
下发九期督查通报。在市县督查的
基础上，宜丰围绕基础设施、公共秩
序、城乡面貌、文化服务、文明素质、
群众参与等创建要素，参照督查反馈
的问题清单，进一步加大整改力度，
补齐创建短板。

宜丰：创建全国文明城 全民在行动
聂云峰 罗霄/文 何贱来/图

走进宜丰县城，人们发现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环境美了，污水垃圾不留路面，绿树鲜花辉映新城；功能全
了，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大幅提升；秩序好了，行人车辆井然有序，占道经营不见踪影。宜丰的“蝶
变”，缘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的全民总动员。

新昌公园全景

万名学生签名争做文明小卫士万名学生签名争做文明小卫士

戏剧进校园戏剧进校园

小巷文化墙小巷文化墙

志愿者正在清理街道积水

本报北京讯 （记者宋海峰）9 月 11
日上午，首届“紫禁城”杯中华老字号文
化创意大赛颁奖典礼在京举行。宁红集
团有限公司选送的宁红金毫、宁红龙须、
宁红柑红茶品系列，荣获首届紫禁城杯
文创大赛金奖，代表赣茶获得殊荣。

首届“紫禁城”杯中华老字号文化创
意大赛，是故宫博物院与中华老字号企
业首次举办的大赛，旨在通过老字号文

化产品挖掘、创意落地、渠道整合、品牌
助推等多方面手段，提升中国自主品牌
价值内涵。本届文创大赛征集近700件
作品，有全国 19个省市地区的 272家老
字号参与，经过初赛、复赛，有 130家企
业、209件作品进入决赛，最终评选出特
别金奖 2 名、金奖 10 名、银奖 20 名、铜
奖 30名以及优秀奖 147名、最佳组织奖
2名。

宁红茶品获首届紫禁城杯文创大赛金奖

本报讯（记者黄锦军）9月11日，从
江西省曲艺家协会传来喜讯，中国曲艺
家协会、安徽省文联主办的第八届中部
六省曲艺展演，近日在安徽省蒙城县举
行。我省选送的鄱阳大鼓《晒秋》、南昌
道情《红色黎明》、永新小鼓《牛娃回山》
以精彩的表演，赢得专家和观众的一致
好评，荣获优秀节目奖。

据了解，来自安徽、河南、山西、湖

北、湖南、江西中部六省的近200名曲艺
家，在此次展演中共演出了24个曲艺节
目，涵盖鄱阳大鼓、河南坠子、长沙弹词
等 19个曲种。中部六省曲艺展演是在
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背景下，由中
国曲协与中部地区省份共同举办的一项
区域性曲艺展演活动。从2006年起，已
先后举办七届，成为中部地区曲艺界交
流、展示、切磋、提高的有效平台。

中部六省曲艺展演江西3个节目获奖 本报高安讯（通讯员陈
刚）按照省高院的统一安排
和部署，自 7 月 1 日起，高安
市法院为全省行政案件相对
集中管辖法院之一，管辖樟
树市、丰城市、上高县、奉新
县的行政诉讼案件。

为做好该项工作，该院
成立由 3名员额法官组成的
行政审判工作团队，配备了
公务用车 1 辆，办案经费足
额保障；主动向当地党委、人
大、政府汇报，在当地电视台
和微信公众号等各类新媒体
上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争
取各方面的理解、支持和配
合；对前来递交诉状的群众
实行立案登记制，提供特定
平台接收通过网络发送的电
子诉状，并采取巡回审判的
方式审理行政案件。

自集中管辖后，该院受
理行政诉讼案件 38件，审结
26件，其中巡回审判 3件，无
一案件当事人上诉和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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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永载史册铸辉煌
秋风送爽，天朗气清。9 月 9 日至

10日，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史、军史专家，
军方代表，学者，秋收起义亲历者后人，
老红军后代及各级新闻媒体记者相约
美丽的修江河畔，参加修水县纪念秋收
起义 90周年系列活动开幕式暨秋收起
义修水纪念馆复馆仪式，重温革命历
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革命精神。

90年前，一场波澜壮阔的秋收暴动
在湘赣边爆发。地处湘鄂赣边界的修
水县，是秋收起义的主要策源地和率先
爆发地，是秋收起义主要军事力量的集
结地和出发地。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秋收
起义全面爆发后，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
的毛泽东心情格外高兴，即兴而作写下
了这首著名的《西江月·秋收起义》，描
绘了秋收起义全面爆发时的历史背景
和壮丽场面。“修铜一带不停留”，这里
的“修”，就是指修水，足见修水在秋收
起义中的历史地位。

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卢大有说：

“这次举办纪念秋收起义90周年系列纪
念活动，既是弘扬党的历史，准确把握
秋收起义的历史定位，对革命先烈先辈
最好的缅怀和传承；也是激活红色基
因，传承红色文化的积极作为和担当。”

纪念活动精彩纷呈
修水在整个革命斗争历程中，共有

10万余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
册的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 10335 名。
全县现有革命旧址、遗址、遗迹 60 余
处。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工农革命军第
一军第一师师部旧址、湘鄂赣省委和
省苏维埃旧址，以及秋收起义修水纪念
馆等等。

今年是秋收起义90周年，修水县开
展了多项纪念活动。配合做好“纪念秋
收起义 90周年”各类宣传工作，除县内
报纸、电视等媒体定期宣传外，各类县
外媒体报道也开展得有声有色。7月30
日，由中央网信办传播局主办的纪念

“三个九十周年”主题网媒采访团，邀请
了新华网等 30多家媒体记者到修水进
行实地采访报道。8月10日至11日，由
省委宣传部组织的“喜迎党的十九大、

红土地上看变化”主题采访团到修水报
道秋收起义在修水和修水经济社会发
展的喜人变化，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等主流媒体刊播了近100篇（条）报
道。8月 28日，新华社组织《红色追寻·
千里来寻故地》到修水进行网络直播。
与此同时，还把秋收起义90周年纪念活
动贯穿全年。4月举办了“军旗飘扬谷
雨诗歌会”；5月举办了“双井之春”音乐
会红歌大赛；6月举办了“秋收起义·红
色记忆”图片流动展览；7月举办了“红
色基因代代传”摄影大赛；8月举行了重
走秋收起义路（修水段）运动，以及“老
少牵手·薪火相传”书画作品展。还举
办了红诗朗诵、文艺演出等。

宣传弘扬革命精神
“90年前的今天，‘霹雳一声暴动’，

破暮云、惊天地、动乾坤，毛泽东领导的
湘赣边秋收起义在修水率先爆发。这
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举世瞩
目、意义重大、彪炳史册。思多少，不要
淡了信仰；行多远，不要忘了初心。”毛
泽东的侄外孙、毛泽民女儿毛远志之
子、湖南红色记忆文化基金会理事长曹

耘山说。
“90年前，我父亲何长工和罗荣桓、

谭政、杨立三、陈毅安、张宗逊、陈士榘
等众多革命前辈起兵修水，转战井冈，
一路征程。修水，成为这段历史的起
点。我父亲将军旗设计好后，请当地的
裁缝缝制了 100 面，1927 年 9 月 9 日这
一天，在修水，第一面革命的军旗打出
来了。”何长工之子、中共党史人物研究
会井冈红军人物研究分会副会长何光
晔说。

“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广州起义
共同形成了中国工农红军诞生的三次
最重要的起义，我党我军在这里建立了
第一支部队，诞生了第一面军旗，打响
了第一枪。如今，这里的人们依然传承
着革命先烈的红色精神，散播着红色文
化。”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务
院参事室参事、中华诗书画院院长忽培
元说。

在 9 月 10 日上午召开的纪念秋收
起义 90周年“秋收起义在修水”座谈会
上，大家或围绕秋收起义90周年的历史
展开研究探讨，或追忆父辈在修水战斗
的历史，气氛热烈，发言踊跃。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水县举办纪念秋收起义90周年系列活动侧记

朱修林 本报记者 练 炼

近日，铜鼓县三都镇西向村一季晚稻即将成熟，黄绿相间，多彩的梯田、山峦、民居、
白云构成一幅美丽乡村图画，令人心旷神怡。 本报记者 胡光华摄乡村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