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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下乡调研，发现当地一名驻村
第一书记深受群众喜爱。问及原因，一
位老年村民回答：“他看我们儿女不在
身边，就常常过来陪我们说说话、问问
有什么困难。谁生病住院了，他还会第
一时间到医院看望。”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做群众工
作，贵在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贵在以情
暖人、以诚动人。站在群众立场，想群

众所想，帮群众所需，这名驻村干部把
群众工作做到了群众心坎上。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坚
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
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
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
造美好生活！”因此，开展群众工作，广
大党员干部要在做实做细上下功夫，既
要有“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
声”的民生情怀，也要学会倾听群众的
问题与诉求，多一些与群众同坐一条板
凳的谈心交心，少一些“花拳绣腿”的表
面文章；多一些雪中送炭，少一些锦上
添花。如此，群众工作才能更贴心、更
暖心，才能真正赢得民心。

做群众工作贵在暖心
何智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的历史文化见证。保护非遗，最
根本的目的是要让它们“活”起来,融入
新时代大众日常生活中去。

江西在全国率先出台非遗保护工
作方案；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全
国共 21 个，江西就有 2 个，数量居全国
第一；在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非遗
保护观察点，这是江西首创；国家首批
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中，江西入选项目全
国靠前……近年来，秉承非遗保护“见
人见物见生活”理念，我省着力保存非
遗的原生“土壤”，改善非遗的传承环
境，建设非遗的传承体系，通过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活”起
来，重新焕发魅力。

政府主导 多方合力
多项非遗保护工作全国居前

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出台政策规
章，是非遗保护传承的根本保障。近年
来，我省持续推出与非遗有关的政策规
章，推动江西多项非遗保护工作走在全
国前列。

2007 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意见》出台，这是江西出台的第一个
开展非遗保护工作政策指导性文件，标
志着我省非遗保护工作由部门行为变

为全社会的行为。江西在全国靠前出
台、施行《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
吸引兄弟省（区、市）前来学习。2017年
8 月，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江西省“十
三五”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工
作方案》。同年9月，省政府办公厅将省
非遗保护工作部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由原来7个部门增加到16个。10月，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西省传统工艺振兴
计划》，有力推动我省 18 个传统工艺项
目列入国家首批传统工艺振兴目录。

从 2006 年 6 月至 2017 年 11 月，省
政府先后公布五批省级非遗名录 560
项。从 2005 年至 2018 年，省财政总计
拨付54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非遗保护，
中央财政给予我省 1.66 亿元非遗保护
专项资金。

保护非遗，基层政府部门也在着力
发挥主体作用。婺源县推进江湾镇篁岭
村以非遗为核心的文化生态整体保护的
做法，得到文化和旅游部的高度肯定。

进校园 进教材 进课堂
非遗保护传承后继有人
如今，我省每年要开展数千项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非遗活动，并以展览、
展演、展示的形式在老百姓身边出现。
这些活动倡导“见人见物见生活”理念，
背后支撑的是非遗保护传承有序。

推动非遗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
激发孩子自觉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内
生动力，我省进行了多年探索，取得不
俗成绩。数据显示，2017年我省各地开
展非遗进校园活动992次。

赣南采茶戏是首批国家级非遗项
目，赣州结合国家地方戏曲振兴工程，
2015年出台了赣南采茶戏振兴工程实施
意见，其中一项是加大人才培养。出台
定向培养赣南采茶戏表演专业学生实施
办法，由政府出资，由赣州高等师范专科
学校每年招收50至60名学生，培养赣南
采茶戏专门人才。这些学生成才后，将
分配到县级剧团、文化馆等单位，进一步
推动赣南采茶戏后继有人。

南昌市编写出版了中小学读本《非
遗在南昌》；九江市所属各县区非遗保护
单位与九江学院共建优秀项目传承基
地；萍乡市群艺馆、非遗中心与萍乡市高
等专科学校艺术系合作建立“非遗传承
教育基地”；婺源三雕、瑞昌剪纸等国家
级项目列入小学乡土教育内容……

线上线下 融合发展
多种方式讲好非遗故事
数据显示，我省列入国家级非遗名

录的有 70 项，省级非遗名录的 560 项。
如何让这些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
于社会、服务于大众？近年来，我省非

遗工作者广开思路，以“非遗+”思维推
动非遗工作创新、融合发展，充分利用

“非遗+科技+互联网”的手段，以“听得
见的非遗”“带得走的非遗”“学得来的
非遗”等多种简单、贴近生活的数字化
方式，展示非遗技艺、讲好非遗故事。
如今，打开江西文化信息资源网，人们
可以免费点击查阅“江西地方戏剧资源
库”“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库”“江
西旅游文化资源库”“江西陶瓷文化资
源库”等 4 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专题
资源库，里面有海量的文化信息。

依据中国艺术研究院制定的数字
大纲，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湖口青阳
腔成为我省开展非遗数字化试点工程
的两个项目。景德镇涵盖手工制瓷全
部环节的工艺纪录片和以传承人为主
线的人文纪录片共拍摄了 150 多场，出
镜工匠 130 多人，后期将制作 18 集，每
集 15 分钟。湖口县青阳腔数字化试点
工程完成，采集数字化信息333条。

利用互联网的便捷，省非遗中心现
有“两网站一公众号”：江西非物质文化
遗产网、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
物馆、“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公众号”。各地充分运用文字、录音、
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
遗项目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
形成本地非遗档案和数据库。

我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非遗——

“活”起来，融入百姓生活中
本报记者 郁鑫鹏

本报分宜讯 （记者徐国平 通讯员
钟志贞）近年来，分宜县充分发挥中医
药简、便、验、廉优势，大力实施基层中
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让贫困人口看
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为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中
医药服务，该县投入资金 1000 多万元，
建设 131 个规范化“晓康诊所”，为每个

“晓康诊所”建设一个“中医角”，同时建
设乡级中医馆 13 个，配备牵引理疗床、
神灯治疗仪、全身按摩椅等设备。该县
还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让每名贫困群众拥有一个家庭医生

团队。家庭医生团队由县、乡、村三级
医务人员组成，为 220 个村卫生计生室
配备基本中医诊疗设备，并培训担任家
庭医生的乡村医生熟练掌握针灸、火
罐、推拿等6种以上中医技术。

为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该县每
年选派县级骨干医师参加省级中医类
别的全科医生转岗培训，组织乡村医
生参加全省中医药知识技能培训和全
县轮训，确保医务人员熟练掌握中医
诊疗、护理技术。目前，该县中医院
开展的中医特色护理技术培训达 20
多项。

为220个村卫生计生室配备基本中医诊疗设备

分宜基层中医药服务助力健康扶贫

本报讯 （记者卞晔）6 月 1 日，由省
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省侨联、豫
章师范学院共同主办的“侨联四海 情满
赣鄱”爱心助学行动启动仪式在豫章师
范学院举行。活动中，侨界爱心人士与
该校上百名师生共同诵读了赵一曼就义
前给儿子的遗书、夏明翰给母亲的信这
两篇“红色家书”篇章，并向该校150名贫
困生捐赠助学金共45万元以及180副助
听器。

“侨联四海 情满赣鄱”
爱心助学行动启动

本报樟树讯 （记者胡光华 通讯员
肖龙天）今年以来，樟树市按下劣Ⅴ类水
治理“加速键”，全力加快河道清淤，推进
水体整治工程，开展工业园区污染集中
治理、生猪水禽养殖长效防控和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提标优化等，以“截、清、
治、修”为重点，开展精准化治理。

樟树市专门聘请高校专业治理团
队对出现劣V类水体的肖江和芗水河开
展实地调研，并编制了治理规划和实施
方案。将消灭劣V类水分解为生猪养殖
污染整治、清理支流淤泥、集镇污水处
理厂建设、削减农业面源污染等六项主
要任务，明确了整治路径、责任人和时
间表。

樟树市精准发力，制作市、镇、村三
级作战图，对污染点挂图作战、挂牌督
战、销号管理，真正做到“治理一个、检
测一个”。为消除生猪养殖污染，该市
投资 7500 多万元开展生猪养殖污染整
治行动，全市关停退养 6600 多家猪场，
仅剩280余家限养区猪场。对前进水库
支流等 10条支流清淤 2万余米、工程量
9万余立方米；对全市900多座山塘水库
进行了清库、消毒、科学投放鱼苗或微
生物治理改善水质。为防止水质反弹，
该市还严格落实“河长制”，聘请专人定
期对河道、水库、山塘、沟渠进行巡查，
及时清理水面漂浮垃圾，确保一河（湖）
清水养生态。

以“截、清、治、修”为重点

樟树按下劣Ⅴ类水治理“加速键”

塘山镇以项目引领
基层党建阵地建设

本报南昌讯 （记者范志刚）村（社
区）基层干部综合素养相对不足，抓基层
党建，做好示范比下达任务更重要。南
昌市青山湖区塘山镇采取资源下沉、力
量前移等办法，以党建项目为牵引，推进
基层党建阵地大建设，打造出了一批颇
具示范性的基层党建阵地。

走进该镇高新社区党支部办公场
所，一棵贴满纸片的“小树”很显眼地摆
在入口处，一张纸片就是一个“微心
愿”。截至目前，通过开展“在职党员进
社区”活动，高新社区已与周边单位、社
区居民中的 100多名在职党员进行了对
接。通过创新开展在职党员进社区“五
在”示范服务活动，即履职“在位”党员工
作室、幸福“在线”爱心圆梦站、奉献“在
先”岗位认领栏、共享“在家”庭院党支
部、牢记“在心”网格服务区，使在职党员
成为社区党建的一支重要力量。除高新
社区的在职党员进社区“五在”示范服务
点外，该镇还精心打造了雷式教育集团
党委“五雷阵地”，创建了五联村党建+

“三风”文化示范点等一批基层党建示范
阵地。

“我喜欢当老师，学校也是我的
家。”这是江昭奇爱说的一句话。

江昭奇，1963 年出生于金溪县左
坊镇清江村江家坊村小组，县政协委
员、全省“最美乡村教师”。

日前，笔者慕名来到清江小学，见
到了江昭奇老师。江老师中等个子，
身材消瘦，黑发中夹杂着不少白发，但
双目有神，最打眼的还是他缺失的左
腿和拄着的拐杖。

江昭奇 15 岁那年，不幸被毒蛇咬
伤，致使左腿高位截肢。次年，因江家
坊村小一名代课教师辞职外出打工，
这个只有一名教师的村小一下子没了
老师，而当时学校条件差，没人愿来。
打小喜欢当老师的江昭奇便毛遂自
荐，当起了村小代课老师。

起初村小只有江昭奇一名老师，
有两个复式班，共22名学生，学校设在
一名农户家，一年后才搬到破旧的祠
堂里。江昭奇每天要负责两个班学生
的所有课目。那时江昭奇每月的工资
只有 12元，直到 1985年村小并到清江
小学后每月才有 30 多元。1986 年，江

昭奇成了家，妻子残疾生活不能完全
自理。两年后，女儿出生不久，被诊断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因经济困难，直
到女儿 17 岁，江昭奇才带她到上海做
了手术，并欠下 6 万元债务。2002 年，
他在湖南湘潭做生意的堂叔了解他的
难处后，想聘他做公司会计，工资每月
达 4000 元，比他教书拿的工资高了好
几倍。由于放心不下学生，江昭奇最
终谢绝了堂叔的好意。

2002 年，清江小学四五六年级的
学生开始住校，考虑到其他老师住得
远，江昭奇主动担任起学生的生活老
师，每天在学校工作生活 20 个小时以
上。星期六、星期天没事的时候他也
会来学校转转，看看教室的门窗有没
有关好。有一段时间，因学校条件差，
留下来的教师越来越少，江昭奇一人
兼教语文、数学、美术等多门课程，可
他却从无怨言，踏实工作，认真完成各
项教学任务。

清江村位于金溪、南城、资溪三县
交界处，206国道从村前穿过。清江小
学坐落在国道一侧，清江村好几个村

小组却在国道另一侧，学生每天上学
放学都要穿过马路，存在安全隐患。
1988 年 5 月，当江昭奇听说一名学生
雨天差点被大货车撞倒时，便主动向
校长请缨，义务承担起护送学生过马
路的责任。为让学生安全过马路，他
还给公益组织写信，为学生们争取到
一批“反光背心”，后来其他教师也踊
跃加入了护送学生的行列。多年以
来，该校学生从未在 206 国道上发生
过交通事故。

江昭奇还常对一些贫困学生进行
资助。清江小学二年级学生付智军因
父亲去世、母亲劳动能力不强，家庭十
分困难。江昭奇得知情况后，向他伸
出了援手。左坊中心小学五年级学生
黄新民因父亲患骨癌，生活陷入困境，
江昭奇也予以了力所能及的资助。此
外每年开学报名时，对那些一时没钱
交学杂费的学生，他常常从自己微薄
的收入中拿出钱来垫付。

从教以来，由于江昭奇乐于奉献、
工作出色，多次获得教学能手、优秀教
师、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

爱洒村小40载
李山冕

▲6月1日，新余市高新区马洪办事处山南村村民在拆除旧房的空地上建
设的花园、果园里悠闲散步。为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范农村建房，美化村
容村貌，新余市高新区积极推进“拆三房建三园”工作。 通讯员 周 亮摄

▼近日，湖口县武山垦殖场庆大村在绿树
翠竹的掩映下，秀美如画。2017年，该村按照生
态民宿旅游村要求，对村民的房屋进行改造，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让村民吃上“旅游饭”。

本报记者 何深宝摄

▲5月31日，宜黄县凤冈镇陈坊村“农禅小镇”，游客乘坐
马车观赏小镇风光。宜黄县挖掘当地农耕、戏曲等文化元素，
通过“文化+旅游”模式发展乡村经济。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建设秀美乡村

6月1日，孩子们在南昌市扬子洲镇前洲村文化大院参加“传承文化精粹，经
典润泽同心”文化活动，弘扬民族传统，传承国学经典文化。

本报记者 海 波摄

“老人家，这是给您开的药，记得每
天按时吃。这张医疗联系卡请收好，
今后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祝您早日康
复。”日前，当记者跟随景德镇市第一人
民医院“天使志愿服务队”深入偏远山
区，免费为贫困群众送医、送药时，收获
了一幕幕感动。今年以来，景德镇市医
疗卫生系统创新健康扶贫方式，通过精
准施策、全程跟踪、保姆式服务等“暖
心行动”，帮助贫困患者开展医疗救
助，最大限度不让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等现象发生。

为将健康扶贫推向深入，今年1月，
该市第一人民医院推出“暖心行动”，发
动全院865名注册志愿者组成一支强大
的健康扶贫队伍，并将其划分成若干个

“天使志愿服务队”，每月选择几个乡
镇开展送医送药、送健康、送温暖活动，
重点帮扶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贫困患
者。截至目前，该院已深入乐平市、浮
梁县、昌江区的 10 多个乡镇，开展义诊
4308 人次，免费发放药品价值 102671
元，并主动收治建档立卡贫困户近 200
人，让偏远山区的贫困患者真实感受到
党和政府的温暖，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
疗服务。

近日，家住浮梁县三龙镇的贫困患
者周冬梅因阑尾黏液性腺瘤病情加重，
希望能到市里医院接受治疗。于是，她
的家人找到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在

“暖心行动”中留下的一张医疗联系卡，
并拨通了卡上的电话号码。谁料，电话
一接通，工作人员就表示立即派车去接
周冬梅入院。几小时后，周冬梅通过绿
色通道被直接送入医院的扶贫病房，医
务人员在病床前为她办理入院手续后，
随即开始了相关检查。看着医生们像亲
人一样忙前忙后，周冬梅忍不住流下了
感动的泪水。

为解决贫困患者交通不便、信息闭
塞、医疗知识匮乏等难题，景德镇市第
一人民医院专门制作健康送温暖医疗
服务卡，公开医院服务承诺和健康咨询
电话（24 小时接听），并确保，接到贫困
人员就诊电话后，立即安排专车到市内
车站接送贫困患者就诊。同时，贫困患
者有任何医疗健康方面的疑惑，也可以
随时拨打咨询电话寻求帮助。据统计，
该院已经通过“暖心行动”发放 4000 余
张健康医疗服务卡。从此，一张小小的
卡片，成了医院与患者的连心卡，搭起
了一座爱的桥梁。

健康路上的“暖心行动”
本报记者 邱西颖 王景萍

共青城实现
农村广播“村村响”

本报共青城讯 （记者练炼 通讯员
熊敏）今年以来，共青城市将农村广播作
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积极筹资，实现了
农村广播“村村响”，打通了政策宣传服
务的“最后一公里”，提升了宣传思想工
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该市农村广播

“村村响”广播分为日常广播、紧急广播、
定时广播等形式，还可以通过广播及时
发布突发事件、恶劣天气预警等信息。

崇仁交通劝导岗亭
拉起安全防线

本报崇仁讯 （通讯员崔伟群、谢国
模）近日，在崇仁县六家桥乡邹家村、艾
坊村、南门村进村通道口，醒目的位置设
置了交通安全劝导岗亭。由于这些村庄
毗邻215省道、高速公路与215省道连接
路段，车流人流量大，交通事故频发。这
些农村交通劝导岗亭的建成使用，为群
众出行拉起了一道安全线。

崇仁积极推进交通安全劝导岗亭建
设工作，并加快对农村交通劝导员的培
训，重点对 7 座以上面包车和客运车辆
超员，货车、拖拉机违法载人，摩托车无
牌无证、超员乘坐、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
行为进行劝导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