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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山理水绘蓝图，一溪美景入梦
来。”初夏，置身大觉溪，绿水欢歌、花海
摇曳、村庄和谐，其乐融融。

如诗如画的美景是资溪县依托国家
5A 级景区大觉山，以大觉溪为纽带，通
过流域治理、环境整治、景观提升等系列
组合拳，把分布在大觉溪沿岸的大觉山、
排上、沙苑等14个沿线村庄贯穿起来，将
生产、生活、生态全面融合打造，使昔日
脏乱差的景象难觅踪迹，并成为全省乡
村旅游综合示范区。

治水造景美如画
“篱落疏疏曲径深，溪清竹静有人

家。”沿着大觉溪顺流而下，处处都是“小
桥流水人家”的景象。错落有致的小楼、
宽阔的休闲广场、整洁的农家小院、别致
的亭台驿站……宛若明珠点缀于大觉溪
间，14个村庄移步皆有景。

为打造美丽村庄田园，该县坚持乡
镇包村、单位包段、项目到人的工作机

制，对大觉溪沿线村庄进行违章拆除、庭
院提升、道路升级、绿化亮化等全方位打
造，以追求“路在林中、屋在园中、人在景
中”的生态宜居效果。来到昔日脏乱差
的严陂村小组，记者看到，如今村容村貌
已脱胎换骨，村中不仅建起了 2 万平方
米的面包文化广场，还借助四周山水花
鸟的和谐与灵动，精心打造“鸟居驿站”，
修缮展示百越文化的村落建筑。同时，
按照“治水造景”的理念，把传统水利治
理与景观打造相结合，建成 4 个亲水平
台和 9 个生态景观坝，在保留了水利灌
溉功能的同时，方便游客与纯净溪水亲
密接触。

产业兴旺富村民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该县

充分发挥大觉山国家5A级景区的优势，
以“集体经济合作社+企业”“集体经济合
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户”等模式为
导向，让老百姓以村集体土地、新旧房屋

等资产入股，与投资公司合作打造民宿、
农家乐、特色种养等旅游项目，参与收益
分配。排上村将闲置的老屋和礼堂以村
集体房屋入股，吸引来自中央戏剧学院、
北京舞蹈学院等高校艺术学院的16名教
师、学生及文艺爱好者，打造“石磨坊酒
吧街”，开辟乡村文艺新时代、新生活、新
生产的“三新”乡村文化新业态，带动本
地村民共同参与经营、创收。“我们未来
的发展方向将以演艺为引爆点，打造中
国乡村文化演艺品牌，为更多大学生、文
艺创客提供空间，以吸引他们到乡村创
业。”石磨坊文化公司负责人刘俊对未来
充满信心。

为丰富乡村旅游业态，引导村民积
极参与，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百姓家
门口创业，该县成立了 6 个农业种养合
作社，将周边 6个有机蔬菜基地、14户珍
稀特色养殖和葡萄、草莓水果采摘体验
园串联整合起来，吸引村民入股，实现
了种养本地化、产业化、标准化、品牌

化，通过“全域有机”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奔小康。

文明引导树新风
为倡导文明新风，提升景区品位，

该县一方面大力完善大觉溪沿线村庄
的文化设施，坚持多途径推进农家书
屋、文化广场等文化阵地建设，配备图
书、电脑等设备，落实专人加强文体设
施、场地等管理，引导群众文明娱乐。
同时，开展“星级文明户”“卫生户”等评
选活动，将政策法规、道德文化、卫生保
健等知识展现在村民面前，引导当地群
众远离陈规陋习，倡导文明新风，不断
提升村民文明素质。

清溪一曲抱村流，大觉溪畔文明
风。大觉溪田园文化，秀美的村景、兴旺
的产业、淳朴的民风，让大觉溪乡村旅游
综合示范区美不胜收，那“一溪”美景见
证了乡村振兴蓝图的绘制，展现了现代
产业融合的神奇魅力。

“一溪”美景富乡亲
——资溪大觉溪乡村旅游综合示范区建设掠影

陈光平 何日光 本报记者 汤 民

朝农街道开展
红色家书诵读活动

本报南昌讯（通讯员何坤）近日，南昌
市西湖区朝农街道机关党支部联合辖区统
战代表人士，开展了以“诵读红色家书，牢
记初心使命”为主题的集体诵读活动。

党员们和统战代表人士诵读了红色
家书。大家纷纷表示，今后要多读红色
家书，对照革命先烈，从政治上、思想上、
行动上查找差距，整改提高。要从红色
家书中汲取营养，感受力量，做无愧于祖
国和人民的好党员好干部。

樟树法院强化
人民陪审员管理

本报樟树讯（通讯员罗虹羽、钟诚）
近年来，樟树市人民法院不断健全完善
人民陪审员选拔、培训、管理和保障工作
机制。2017 年，该院人民陪审员共参审
案件 1030 件，参审次数 1361 人次，促进
了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

该院积极组织开展人民陪审员综合
业务培训，帮助人民陪审员了解相关法
律程序，使其尽快进入工作角色。同时，
按照人民陪审员的行业背景、专业特长
分配到各业务庭室，有利于发挥其自身
优势。出台具体管理办法，强化庭审纪
律要求，并建立人民陪审员个人考核档
案，做到一人一档，通过量化考核，评选
优秀。

本报萍乡讯 （通讯员易波、彭清
华、刘安珍）“年纪大了行动不便，以前
看个小病都够呛，现在人在家里，家庭
医生会上门服务。”近日，萍乡市安源
区八一街藕塘边社区低保户陈玉在家
庭医生上门体检时高兴地说。据了
解，截至目前，该区已完成重点人群签
约近10万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新模
式在该区基本形成。

安源区将孕产妇、65岁以上老年
人、高血压患者等 6 类重点人群列为
服务对象，免费为辖区范围内的每一

名居民建立一份健康档案，责任医生
则定期为其提供体检、随访等服务。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签约居民建立了

“情系百姓健康”微信群，签约居民可
随时与社区医务人员联系交流。

据了解，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
来，该区18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成立
了94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由全科医
师、护士、药师、乡村医生334人组成，
市、区两级医院42名专家分类对家庭
医生团队进行指导，让家庭医生真正成
为百姓“健康守门人”。

穿过写着“追梦坊”三个大字的
高大牌坊，就进入了埂上村。映入眼
帘的是平坦的马路和马路两边的整
齐房屋，再往里走就是村里的文化活
动中心。和以前的宗祠为了群众初
一、十五上香烧纸不同，文化礼堂里
面雕刻悬挂的是乡村规划的蓝图、饱
含文化底蕴的名人历史。村民们在
这里看书读报、下棋打牌，不亦乐乎。

文化礼堂的改造只是埂上村变
化的一个缩影。作为丰城市孙渡街
道 9 个新农村建设点之一，埂上村正
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2017 年以
来，孙渡街道围绕“整洁美丽，和谐宜
居”的主题和“七改三网”（改路、改
水、改厕、改沟、改房、改塘、改环境、
建设电网、广电网、互联网）以及宅基
地管理的要求，为埂上村建成 550 平
方米的文化中心及 800 平方米的文

化广场，改塘清淤 40 亩，改沟 330 米，
安装自来水284户……村里的地下排
水改造完成了，路上不再流淌生活废
水，下雨天也见不到满地的泥巴。

村庄变美了，村民返乡创业致富
的热情高涨。2018 年埂上村高标准
良田改造如火如荼，全村1300余亩水
田经过土地平整、修建排水灌溉设施
等，已改造完成 800 余亩。村里的土
地合作社也成立了，吸引了不少在外
务工人员回家承包土地种植水稻。
蔡方明便是其中的一员，今年他承包
了村里100余亩水田，购入耕田机、收
割机等，打算大干一场。“过去我也考
虑过在家种田，一直没有碰到好时
机，现在水田一片连一片，种植起来
都感觉不费力了。”蔡方明说道。今
年，像蔡方明一样在家承包水田的年
轻人不下10户。

本报抚州讯 （ 通讯员王倩）品
家风文化，赏“荆公家宴”，读红色故
事……6月7日下午，抚州市东乡区家
风家训馆正式开馆，迎来了首批客人。

当日，孝岗镇 140 余名干部来到
该馆进行参观。一行人观看了视频

《荆公故里传家风》后，在解说员的带
领下了解了东乡历史上以王安石家
族和艾南英家族为代表的优秀家风
文化、东乡名人，以及近几年该区涌
现出的好人事迹。馆内丰富的家风
文化让前来参观的党员干部兴致勃

勃，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并
在参观结束后在互动留言台上留下
参观感悟。

据了解，该家风家训馆面积约
260平方米，除序厅外共分为“诗礼庭
训传家久”“群英璀璨耀东乡”“千年家
风一脉传”三个篇章内容，充分挖掘本
地名人良好家风家训、红色故事、先进
模范等优秀传统文化及典型事迹，打
造广大党员干部接受廉政教育、加强
党性锻炼、培养勤廉意识的新阵地、新
平台。

完成重点人群签约近10万人

安源区家庭医生
成为百姓“健康守门人”

东乡区家风家训馆开馆

著名作家代表
采风活动走进弋阳

本报弋阳讯 （记者吕玉玺）6月 9日
至11日，“大美上饶、美丽弋阳”全国著名
作家代表采风活动走进弋阳县。

采风期间，作家们瞻仰了方志敏纪
念馆、方志敏故居，参观了方志敏干部
学院、旭光江廖肖村、东湖邓家村、南岩
石窟等地。作家们通过实地感受弋阳
的风光，进一步挖掘以方志敏精神为代
表的红色文化，以龟峰和乡村休闲为代
表的旅游文化，以弋阳腔、叠山书院为代
表的古色文化，从中吸取精神营养，激发
创作的灵感和激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
作品。

追梦埂上人
刘慧康 付杰赟

6月7日，鄱阳县鄱余公路旁荷
花种植基地，工人正在拔除杂草，为
荷花腾出生长空间。随着气温逐渐
升高，荷花将进入盛放期。铺满水面
的荷叶，含苞待放的花朵，还有田间
劳作的工人，构成一派“莲叶何田田”
的美丽画卷。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上图：工人在拔除杂草，为荷花
腾出生长空间。

左图：成片的莲田，游步道穿插其
中，成为游人前来观赏游玩的好去处。

莲叶何田田

6月9日，萍乡市湘东区麻山镇望梅
湖生态度假观光园，来自湖南省娄底市
的游客在采摘杨梅。时下，湘东区麻山
镇1500余亩杨梅基地迎来大丰收，每天
都有大批市民前往体验采摘乐趣。同
时，农户足不出户，依靠“采摘游”在家门
口就可以有不菲收入。

本报记者 杨继红摄

近日，南昌市红谷滩凤凰中心幼儿园老师在给幼儿和家长讲授科普知
识。该幼儿园积极培养引导幼儿从关注身边的事、解决身边的问题做起，提高
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和观察能力。

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今年以来，彭泽县以党建为引领，
以服务群众为核心，以建立“五好”
（领导班子好、党员队伍好、工作机制
好、工作业绩好、群众反映好）社区党
组织为目标，坚持“从小事做起，把小
事做好”原则，深入贯彻落实“连心、
强基、模范”三大工程精神，加快提升
城区社区发展水平，让“大党建”为社
区群众搭建丰富业余生活、提高自身
修养、增进邻里情谊的亲民平台，让

“小社区”成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展
示党的优良形象、宣扬党的深厚文化
的重要窗口。

建平台载体，筑牢党建基础
在全面完成村级标准化活动场所

全覆盖目标后，彭泽县针对城区社区办
公活动场所自有办公用房狭小老旧，存
在借用和租用办公用房的现象，及时调
整重心、转换思路。通过新建、置换和
改造等方式，大力推进社区办公场所建
设，实现每个社区都有不低于 300 平方
米的综合办公和服务场所目标。同时，
推进社区党员服务中心（站）的建设，发
挥社区办公议事、党员活动、便民服务、
能力培训、文化活动、治安防控“六个中
心”作用。此外，落实“三务公开”“三会

一课”和民主评议等党内组织生活制
度，凸显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完
善社区“两委”选举和工作职责规范，细
化“两委”权利、责任和义务，建立完善
居民代表会议、矛盾纠纷调解和财务管
理等制度，保证社区工作正常运转。该
县还配齐人员数量，有计划、有针对性
地加大社区党员工作者，尤其是党支部
书记的培训力度，落实转移支付、保障
运转经费等财政支持，并按照“433”原则
缴纳社保，让社区人员安心工作。

做服务先锋，彰显党建特色
彭泽县按照“以社区为平台、以协

会为纽带、以服务为先锋”思想，立足本
地实际情况，整合社区资源，通过发扬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带头作用，彰显出本地社区党建活
动的特色。

狄公湖社区着力打造“和谐社区”
品牌，由 7 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志愿组
成的调解矛盾纠纷小组无偿服务，把和
谐稳定带进社区。沿江社区建立“学生
驿站”，为学生尤其是留守学生提供临
时学习和休息场所，保障他们的人身安
全。渊明湖社区建立“老年人之家”，为
老年人提供聚会、休闲、谈心的场所。

钓鱼台社区与县志愿者协会在人员和
办公场所上进行深度融合，建成了“志
愿服务之家”，通过开展志愿活动，为孤
寡老人、困难群众送上温暖，并形成“带
动周边、辐射一片”的良好效果。五柳
社区和南岭社区营造“艺术社区”氛围，
五柳社区与舞蹈协会密切联系，南岭社
区与音乐协会通力合作，开展一系列文
艺进社区活动。

架连心桥梁，提升党建水平
在彭泽县，全县 1455 名机关干部、

在职党员和青年团员进社区，对困难群
众特别是困难家庭青少年、留守儿童等
群体开展帮扶活动，累计在 7 个社区认
领并帮助实现 1231 个“微心愿”。同时
整合社区内的各协会组织和文化队伍，
开展多种多样的志愿活动，让社区更有

“温度”。
该县还通过网络平台，建立社区流

动党员、离退休老干部、空巢老人和留
守妇女儿童的“大家庭”，帮助他们与家
人多见面、多沟通，积极引导他们参与
到社区政策法律宣传、维护稳定、民事
纠纷调解等工作中。同时，大力开展

“廉政文化、综治文化、科技文化”等各
类文化进社区活动。

党徽闪闪放光彩
——彭泽县夯实基础提升社区党建工作水平

刘 彬 时海生 本报记者 练 炼

“很多人没来过大陆，我就是要让
那里的同胞明白，我们的消防战士是
在拿自己的生命保障百姓的生命安
全。”近日，长期在台湾经商的泰和居
民杨晓军向台湾的亲朋好友发布了一
条家乡消防战士在洪水中奋不顾身救
助自己家人的视频，引来好评如潮，点
赞频频。

“看看吧！这就是我们大陆的消
防战士！”视频中，一眼望不到边的洪
水中，3名身着救生衣的消防战士，正
在1米多深的水中艰难地推拉着一艘
熄火的冲锋舟往高处的 105 国道行
进，舟上坐着两位白发老人和正在拍
视频的杨晓军。经过泰和县消防大队
核实，视频中的3名战士名叫刘仲尉、
王体朋和刘仕民。

6月8日，受连日降水和短时超强
降水影响，泰和县多地发生洪涝灾
害，其中马市、苏溪两镇灾情最重，大
量农田房屋被淹，有3.1万人受灾。杨

晓军的爷爷奶奶住在马市镇枧头村
一处土坯房里，当时洪水已经淹没了
一楼，房子随时可能倒塌。杨晓军和
战士们赶到时，两位老人正在二楼焦
急等待。

“水下面全是水稻，特别容易缠住
螺旋桨，只能推着走。”刘仲尉告诉记
者，当时水下地形不清，他有好几次都
踩空，呛了好多水。在一棵大树旁，他
整个人都沉到了船底，后来才知道，树
旁边原是一口很深的鱼塘。王体朋是
班长，他可能不知道，在这次救援前，
他在 1 米多深的洪水中，让老人骑跨
在自己肩膀上的救援视频已经在网络
上火了。当日，他们 3 人在洪水中走
了近40分钟，终于成功地把杨晓军一
家送到安全地域。

据悉，杨晓军这次回家，正碰上洪
涝，消防官兵的表现着实让他感动，他
顺便把自己现场拍摄的视频发布到台
湾的亲友圈，引来了大家的点赞。

洪水阻不断的同胞情
——泰和消防战士救灾视频在台湾被点赞

肖莎莎 谢子洋 本报记者 刘之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