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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钟振华，男，1978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

员，景德镇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副主任。他秉
承“做瓷先做人、立艺先立信”的师训，从一名鄱
阳湖畔渔家小孩成长为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
成为助推世人感知中国的文化使者。上海客户
订做半刀泥作品《春韵》，十年后市场价格已上涨
6倍，钟振华仍坚持以当年订价成交。他受邀担
任2010上海世博会的陶瓷技艺表演嘉宾并出色
完成文化交流任务，入选“彩虹人生——奋斗的
青春最美丽”全国青年报告团。

316凌继河，男，1961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
员，南昌市安义县人，江西省绿能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党的十九大代表。2009年，凌继河
放弃了在外所有生意，带着千万元资产回家乡创
办了江西绿能公司，公司流转土地 1.9万亩发展
现代化农业，连续 5 年为农民发放百万元超产
奖，带领群众共同致富。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
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中央、省市主流媒体多年跟
踪报道其典型事迹。

317彭夏英，女，1967 年 6 月出生，吉安市井
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村民。2016 年 2 月 2 日，
习近平总书记到神山村视察调研老区脱贫攻坚
工作时来到了彭夏英家里，总书记的关心让她深
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她向当地政府和帮
扶干部郑重许下诺言：立志主动脱贫，带头创业
致富。3 年来，她不等不靠不要，把低保让给了
更需要的人，为了集体发展贱卖自己饲养多年的
40多头黑山羊，白手起家开办农家乐，还想方设
法编织竹制品、培育盆景增收，带头实现了脱贫
致富，兑现了当年的承诺。

318程樟柱，男，1941 年 11 月出生，上饶市
德兴市龙头山革命烈士纪念馆义务讲解员。“出
了房间门，下两级台阶，前行 20步左拐走 35步，
再上 4 级台阶，就到了纪念馆大门。”1968 年，程
樟柱因眼睛伤残退伍回乡，婉拒了部队提供的疗
养待遇，选择到离家 30 余公里的龙头山革命烈
士纪念馆当管理员。51 年来，克服身体残疾困
难，共为来参观的海内外各类群体义务讲解服务
达20多万人次。

319曾建国，男，1966 年 10 月生，鹰潭市贵
溪市教育局勤工办主任；郑新珍，女，1967年1月
生，中共党员，贵溪市体育局办公室主任。2018
年 1 月 16 日晚 8 时左右，贵溪市民曾建国、郑新
珍夫妇散步时意外捡到装有上万元的现金袋
子。他们主动寻找失主，于第二天将财物如数奉
还，失主专门送感谢信至单位，好人事迹传为美
谈，他们拾金不昧的义举传递着诚实守信的道德
新风。

敬业奉献类

401王夷卫，女，1968年 1月出生，国网上饶
市铅山县供电公司紫溪供电所员工。王夷卫参
加工作以来，始终坚守在基层供电第一线。放
线、吊装及登杆作业，巡线、查表、接线、收费，饿
了就吃自带的盒饭，渴了就喝口山泉水。爬电杆
爬了 26 年，是上饶市唯一能爬电杆而且爬得年
数最久的一个女员工。她说，如果没有电杆爬
了，没有老乡叫她修电了，还真不知道能不能适
应。这是她的心声。

402王晓阳，男，1946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
员，九江市人民检察院退休干部。王晓阳从2002
年至今，连续17年驻村扶贫，从将近花甲奋战到
了古稀之年。九江市永修县、修水县、彭泽县等
地多个贫困村留下他坚实的脚印和佝偻的背影，
他筹集的3000余万元扶贫资金帮助村里建起了
学校、公路、河堤、自来水厂、卫生所、文体活动
室，300余名贫困户在他的帮助带领下脱贫致富
奔小康。村民夸口称赞他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文艺工作者以他的事迹创作黄梅戏《不能落下
你》在群众中广为传唱。

403付秀秀，女，1973年 11月生，中共党员，
宜春市高安市筠泉社区党委书记、主任。在社区
工作 20 年，她把“民情会客室”办成“干群连心
室”，协调解决200多名下岗工人实现再就业，调
解邻里纠纷 220 多次；把“社区服务站”办成“社
区和谐站”，为居民办好事实事1100多件，为200
多个特困户提供了10多万元的帮扶资金；把“居
家养老所”办成“老人欢乐所”，实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404刘小清，女，1972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
员，萍乡市芦溪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她满怀对
特殊教育的无限热爱，二十年如一日坚守在特殊
教育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严以律己，甘为人梯，
像妈妈一样呵护折翼天使健康成长，以高度的责
任感，无私的奉献精神，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在
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用爱书写了一首育人诗。

405刘友生，男，1931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
员，生前系吉安市安福县委党校离休副校长。他

是一位有着 65 年党龄的老干部，终身勤勉敬
业，吃苦奉献，务实清廉。解放初期参加了湘
西剿匪，之后投身大西南建设，在条件艰苦的
四川山区工作 20 年，转业后又从事宣传教育
工作 28 年。离休 32 年来，他义务宣讲 1500 余
场，受益人员达 20 万余人次，资助 10 多名贫困
学生，80 岁高龄仍被评为全县“十佳老有所为
标兵”。弥留之际，他把省吃俭用攒下的 15 万
元作为特殊党费交纳给党组织，并为家乡捐款
3 万元。

406孙滨生，男，1960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
员，中航工业昌飞公司钣金厂钣金工。34年，他
始终扎根于航空钣金制造一线，凭着过硬的技
术，在直8、直10、S92型直升机大部件科研生产，
以及对外合作 S76D、A109 等型号研制中，解决
了大量钣金制造关键技术问题，为多个型号直升
机立项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直 10 研制过程
中，通过革新制造技术、改进制造工艺，实现了产
品的高质量交付；在对外合作生产中，他多次得
到了中外专业技术人员的高度认可，节约了大量
生产成本。

407李坚生，男，1961 年 10 月出生，新余市
分宜县大岗山中心学校教师。大岗山，分宜县
最边远的山村，那里山高路陡，交通不便、条件
艰苦，很多老师来了又走，可李坚生一直坚持
把爱洒在大山，把家安在学校，把心交给学
生，几次放弃进城的机会，在大山里的学校里
勤恳执教。38 年来，从风华正茂到两鬓苍白，
他没有因事耽误一节课，没有因事请过一次
假。他就像—棵树，深深扎根于大山深处之
中，守护着他深爱的孩子，用责任和爱托起乡村
孩子的未来。

408肖建生，男，1969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
员，吉安市遂川县思源实验学校教师。他岗位平
凡，工作 28 年来一直从事中学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育。他人生坎坷，在风华正茂的 25 岁突遇车
祸致左腿高位截肢，仅剩右腿能站立。他身残
志坚，强忍伤痛投入工作，思政课教学教研累累
硕果。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
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肖建生作为
江西省唯一中学教师代表受邀参加。2014 年 9
月，获评“全国模范教师”“全国中小学优秀德育
课教师”。

409张 舜，男，1981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
员，赣州市全南县超亚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他
从事微电机（俗称“马达”）制作 10 余年，孜孜不
倦，攻坚克难，精益求精，熟知微电机生产各项工
艺流程和微电机特性，在原材料选择、原理分析
等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带领团队创新改进了许多
电机生产工艺、生产设备和产品技术，取得了
12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的授权，大幅提升电机性
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让小“马达”奋蹄奔跑闯
进了欧美大市场。

410陈小杰，男，1973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
员，国网九江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主管。作为一
名新时代电力工人，他坚信“平凡的工作干好了
就是不平凡”，在艰苦的线路岗位默默坚守 23
年。为了抢险保供电，他从因覆冰严重而突然折
断的40米高塔摔落下来。受过重伤的他不能再
上塔作业，就成立工作室攻关创新。发布QC成
果 16 项、论文 19 篇，申请专利 6 项，每年产出经
济效益逾 200 万元。培养中央企业技术能手 1
名、全国电力行业技术能手 1 名、省部级技术能
手 29 名。领衔的工作室荣获“全国技能大师工
作室”。

411罗玉英，女，1958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
员，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进顺村党委第一书
记。35年来，罗玉英扎根基层一线，带领进顺村
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乡村到城市、
从农民到职工、从职工到股东的历史性转变，创
下了江西省村级“十个率先”。

412罗细英，女，1968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
员，上饶市铅山县邮政局陈坊代办所投递员。
自 1996 年担任乡邮员的 23 年间，罗细英共投递
党报党刊、各类邮件 50 多万份，为群众捎带各
类品物 2 万多人次。走一个步班要整整一天，
每两天要翻 30 多道山岭，涉 20 多道湾，一个月
要走 15 天步班，一年 365 天，有 184 天行走在邮
路上。

413罗晓敏，女，1968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
员，景德镇市检察院检察员。2015 年 7 月，罗晓
敏在担任乐港镇张家村第一书记期满后，再次请
缨来到省级贫困村龙口村担任第一书记。她带
领驻村队员们扎下根来，走遍龙口村的每一个角
落，精准识别全村贫困户，认真分析致贫原因，制
定“一卡两书三图五表”帮扶规划，提出“八个一
工程”扶贫举措，为龙口村筹资 80 万元，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实施产业扶贫，实现龙口村整村脱
贫。在省扶贫攻坚督导考核和第三方检查中，帮
扶村民对市检察院帮扶工作队及驻村第一书记

满意度皆为100%。
414周义朋，男，1974年 9月生，东华理工大

学水环学院副教授、江西省“铀资源勘查与开发
2011 协同创新中心”铀矿冶与环境研究所所
长。周义朋离家万里、扎根新疆荒漠十三载，潜
心研发绿色微生物采铀技术，为国防军工和国
家能源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彰显出青年知识分
子“爱国奋斗、建功立业”的精神。他在西北不
毛之地面临的是寸草不生、沙暴肆虐、冬季泼水
成冰、夏季流金铄石的艰苦环境，但凭着一腔爱
国之心、报国之情、强国之志，两度遭遇生命危
险依然坚守。

415晏玉萍，女，1968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
员，萍乡市湘东区麻山镇中学教师。从教 30
余年来，她爱岗敬业，对教育事业充满无限热
情，默默奉献；她爱生如子，家境不富裕的她无
私帮助困难、单亲及留守学生近 50 名，资助金
额近 10 万元；她关爱孤老，常去探望敬老院的
老人们。2014 年患尿毒症后，为了热爱的工作
和孩子们，她用生命坚守爱的讲台，续写爱的
传奇。

416徐东华，男，1988年 5月出生，中共预备
党员，赣州市瑞金市公安局象湖派出所解放路警
务区警长。自 2012 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徐东
华同志始终忠诚履职，爱岗敬业，不惧危险，勇于
斗争，扎根基层，真心为民。3月20日，徐东华同
志在处警时为了制止持刀凶犯伤害群众，迎刃而
上，不惧危险，身中多刀，血染警服，谱写了一曲
新时代英勇无畏、为民奉献赞歌。被江西省公安
厅授予个人一等功。

417徐根保，男，1964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
员，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麻防科科长、康复中
心主任。党的十九大代表。他本着对党和人民
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克服社会偏见和亲友的不
理解，主动请缨，勇担重任，战斗在探索麻风防治
工作的第一线，一干就是30年。他跋山涉水，足
迹踏遍全省百余县（市）的村落，普查疫源点村
民，培训基层医务工作者，提高基层麻风病诊疗
水平，减少麻风病肢残发生。他刻苦钻研，最大
限度解除患者的病患痛苦，还想办法让麻风病人
活得有尊严、有温暖、有快乐。

418郭璐萍，女，1976年 2月出生，中共预备
党员，新余市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2014年郭
璐萍肩负“一带一路”使命赴非洲援外医疗。援
非工作期间，她亲手迎接了 1436 个非洲新生命
的诞生，完成大小手术约 500 余台。她身患重
症、个人生命受到死亡威胁的情况下依然带病上
岗，在高强度的工作条件下继续救治患者长达 5
个月，挽救了近百名非洲妇女儿童的生命。她被
誉为“援非天使”“当代女白求恩”“撒哈拉玫瑰”，
作为中国援外医生和江西省的唯一代表出席了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419黄寿孙，男，1944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

员，1963年11月参加工作，退休后任抚州市崇仁
县礼陂镇普法办主任、人民调解委员会主任，法
律服务所所长。退休十五年，从来都身着司法制
服的他拒绝了外企高薪聘请，依旧奋马扬蹄在基
层法制建设的道路上，把家打造成“黄寿孙法律
工作室”，从不打烊。他成为群众随时随地都能
找到的法律明白人。他关心下一代，为青少年撑
起法律“保护伞”；他用“四心调解法”（即诚心、真
心、耐心、专心）和“调处五字诀”（即排、调、度、
巧、廉），依法调解，调顺民心，调出了和谐一片
天，为政府与百姓架起了“连心桥”。

420章革立，男，1968年 1月出生，国网江西
电力公司宜春靖安分公司运检部输电班副班
长。2016年1月 22日，山区线路出现故障，为了
加快排查速度，章革立脱下长裤，冒着零下 10℃
的严寒蹚水过河，及时清除了故障，保障了 1 万
余户山区居民的用电，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短裤
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全国100多家主流
媒体争相报道。自 2006 年以来，章革立献血累
计逾 1 万毫升，给贫困学生捐资捐物累计逾 10
万元。

421章站亮，男，1974 年 11 月出生，鹰潭市
余江区春涛镇黄泥小学校长。从教 25 年来，以
校为家，爱生如子，无私奉献，每天课后自费为
25名留守儿童生火做午饭，2018年11月，因师生
们一起做饭的“快乐小学堂”系列视频走红网络，
一名普普通通校长用自己简单、真诚、质朴的坚
持，温暖了留守儿童和家长们的心，也感动了无
数网友。央视新闻、央广新闻、中国教育报、搜
狐、新京报、新华每日电讯、共青团中央微博等媒
体争相报道。

孝老爱亲类

501王锡良，男，1922 年 2 月出生，中共党
员，景德镇市轻工部陶瓷研究所退休职工。作为
丈夫，他16年如一日，悉心陪伴照顾患重病的妻

子，演绎了一段执子之手、相濡以沫的人间真
情。作为陶瓷世家的领头人，他对子女循循善
诱，从不过多干涉与批评，更多的是鼓励支持，其
子王采、王璜，其女王小凤、王秋霞均成陶瓷专
家，也多得他提携指教。作为瓷坛泰斗，市里每
次开展赈灾创作笔会，他不顾年迈的身体，总是
场场必到，他的作品拍卖金额高达数百万元，捐
助公益事业。

502朱连生，男，1973年7月出生，吉安市峡
江县罗田镇峡里村村民。他 22 年如一日照顾
瘫痪母亲，是远近闻名的大孝子。父亲不幸
去世，他主动放弃学业，挑起家中大梁；母亲
中风瘫痪，他四处寻医问药，背着母亲外出打
工，赚取医药费；为了母亲能早日康复，他与
母亲同居一室，8000 多个日日夜夜细心服侍、
不离不弃；为侍奉母亲终老，他宁愿单身，至
今未娶，从不言悔，用细心照顾和真情陪伴诠
释了孝的真谛，用默默付出和坚守展现了人
间最美的亲情。

503伍明明，男，1982 年 11 月出生，赣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三江乡伍村村民。人们常说“久
病床前无孝子”，而他在父亲早逝、母亲瘫痪、哥
哥病故的情况下，十几年如一日独自默默承担
起照顾瘫痪母亲的重任，用实际行动践行“大
写”的孝道，演绎出了一段“久病床前有孝子”的
佳话。

504邬小清，女，1956 年 11 月出生，萍乡市
湘东区腊市镇竺园村村民。1981 年，邬小清和
丈夫彭存章组建了再婚家庭。夫妇俩不顾世俗
的眼光和生活的困苦，除了抚养 5 个孩子和赡
养各自的父母之外，还主动承担起照顾前夫父
母和前妻父母的责任，几十年如一日毫无怨言，
把老人当作家人来看待，来关心，来照顾，用爱
和责任筑起了一个温暖的家。邬小清尊老孝亲
的善行，散发着人性善良的光辉，让人无不翘手
称赞。

505刘伯瑞，男，1967年 1月出生，吉安市永
新县埠前镇三门前村村民。有爱三冬暖，日久见
真情。刘伯瑞和他的父亲刘永庆，两代人 57 年
如一日接力赡养聋哑老人，完美诠释人间亲情大
爱。1961年刘伯瑞的爷爷去世，父亲刘永庆那时
才20岁，就主动担起照料天生聋哑哥哥的重任，
此后50余年的时光里，两兄弟相互扶持、患难与
共。2013年，刘永庆病逝，刘伯瑞“子承父业”，接
力赡养。尽管家境拮据，但他仍选择辞去在外的
工作，留在家中悉心照料聋哑伯父，用心延续这
场“爱的接力”。

506李火根，男，1949 年 10 月出生，上饶市
德兴市万村乡墩上村村民。从 15 岁到 65 岁，从
父亲到儿子，李火根父子接力照顾不是亲戚、也
没有血缘关系的智障“幼子”李古桂已经整整 50
年。如今李火根已年逾古稀，但他对于李古桂的
晚年生活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子女们的想法也和
他一样，“我们会把照顾‘幼子’叔叔的担子接下
去，让他安享晚年。”

507李先宗，男，1945 年 12 月出生，生前系
鹰潭市余江区画桥镇葛家店村下峰组村民。李
先宗妻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去世后，年方 30 的
丈夫李先宗选择了坚守，替亡妻尽孝42年，全心
照顾岳父母，用一生践行自己照顾老人的承诺，
赡养岳母。李先宗去世后，他女儿女婿还有女儿
的婆婆接过爱心接力棒，继续一如继往照顾一位
百岁老人，将爱心传承。

508李春梅，女，1968年 6月出生，赣州市全
南县南迳镇罗田村村民。2005年外出务工的丈
夫意外去世，正值青春年华的李春梅没有外嫁，
选择坚守清贫，怀有身孕的她，既要抚育不到 10
岁的儿子，又要照顾重病在床的婆婆，一人扛起
全家的重担。她十几年如一日，每日端茶喂饭，
全心全意照顾好老人的生活起居。教育子女身
体力行做榜样，时刻不忘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
最困难时仍坚持送子女求学。

509吴小青，女，1968 年 12 月出生，上饶市
万年县湖云乡刘夏村村民。2008 年，吴小青
丈夫的哥哥和嫂子路遇车祸，大哥当场身亡、
嫂子全身瘫痪。2011 年，吴小青和丈夫刘万
辉把嫂子刘林英接回到老家疗养。13 个四季
更迭，4800 多个日日夜夜，从换洗衣服到吃喝
拉撒，吴小青一直悉心照顾，刘林英的心情和
身体也开始好转。她的善举也在十里八村传
为佳话。

510吴果英，女，1948年 4月生，宜春市丰城
市洛市镇东安村刘家组人。1977年8月，吴果英
的丈夫从卫生院抱回一个弃婴，取名范百孙。随
着孩子慢慢长大，吴果英一家人才发现孩子有先
天性智力障碍，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抛弃他，而
是把孩子留了下来。40多年来，1.5万多个日夜，
吴果英无怨无悔、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智障养子，
倾尽了所有的爱。

511何金竹，女，1964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

九江市瑞昌市大德山林场高源村团庄小组长。
25年前儿子患重病，她四处奔走、求医问药。十
年前丈夫意外受伤全身瘫痪，她精心照料真情唤
醒沉睡中的“植物人”丈夫。作为村小组长，她又
是一位从带领村民修路到让村庄有水喝，再到山
庄换新颜的“泥脚组长”，晴天一身灰，雨天满身
泥，她用踏坏的自行车、磨破的无数双鞋赢得村
民们的信任与支持。

512陈思豆，女，1960年 6月出生，中国南昌
SOS 儿童村专职妈妈。1994 年她只身从黑龙江
来到中国南昌 SOS儿童村，担任专职妈妈一职，
她把一生的热情和身心全部奉献给她所抚养的
孤儿们。至今为止，共抚育了20多名孤儿，目前
还在家里读书的有9人，长大离村顺利走向社会
自力更生的有11人。

513范宇龙，男，1990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
员，九江市共青城市税务局办公室负责人。正当
他兢兢业业、努力奋斗时，一直患有股骨头坏死
的父亲病情加重，生活无法自理，他贷款买了一
套小户型住房，将父亲从老家接到身边照顾。每
天除了工作，其余全部时间都用来照顾父亲。
2015年，为了父亲不再奔波，他放弃了去上级部
门发展的机会。2016年，全省国税系统开展岗位
大练兵、业务大比武活动，他因表现突出而被选
派集训一个月。一个月时间，他一边学习，一边
把父亲带在身边照顾。

514饶小亚，女，1979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
员 ，萍 乡 市 芦 溪 县 银 河 镇 敖 家 坊 村 委 会 委
员。饶小亚从贵州远嫁到萍乡,结婚不久,婆
婆患脑溢血半身不遂、丈夫因工伤事故瘫痪、
公公又患脑癌卧床不起。她成了家里的顶梁
柱，每天 5 点起床，做饭、按摩、擦洗身体、端尿
盆、掏大便、上班……这个柔弱的外乡媳妇选
择勇敢地面对现实，用她的善良和坚韧，用 17
年坚守与付出，把这个家带出了困境，带上了
幸福生活。

515徐桃花，女，1975年 3月出生，景德镇市
浮梁县王港乡坑口村村民。她生活在一个特殊
的家庭，她的父亲在她十六岁那年就已经去世，
她的母亲、哥哥、姐姐都是残疾人。原本品学兼
优的她小学刚毕业就挑起了家中的重担。2014
年，婆婆患上肾衰竭，面对拮据的生活和重压，她
用瘦小的身躯顽强地撑起了这个特殊家庭的“半
边天”。2018年 2月，她把瘫痪的 85岁老母亲接
到家中照顾，随后的 100 多个日夜里，她每天凌
晨三四点起床去洗衣服，一直忙到晚上八九点才
能去睡觉。平时，她还经常帮残疾哥哥做饭、拖
地、洗衣服。

516高芹子，女，1952 年 12 月出生，南昌市
湾里区梅岭镇梅岭村村民。40余年来悉心照料
比自己小11岁、身患小儿麻痹症导致全身瘫痪、
甚至连话都不会说的妹妹。为了照顾妹妹，高芹
子几乎放弃了外出打工赚钱改变贫困生活的机
会，平日里靠种田做杂工来维持生计。高芹子
说：“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只要妹妹能在我的照
料下好好活着，不管再苦再累，我都会很幸福快
乐。”

517黄任民，男，1953 年 8 月出生，中共党
员，抚州市黎川县农业局退休干部。黄任民的
妻子于 1995 年 5 月被上海华山医院确诊为“渐
冻人”，并告知病后存活期仅为 2 至 7 年。面对
被大医院辞医劝回“判了死缓”、全身瘫痪的妻
子，黄任民 24 年如一日，不离不弃，悉心照顾；
医院、民间、西医、中医、省内、省外求医问药；
购买医学书籍用心研读，自学推拿按摩、艾灸
针灸等理疗技术。他用自己的爱、恒心和毅力
击碎了医生的“死亡预言”，在去年的体检中，
妻子的各项指标都正常，创造了一个医学上的
生命奇迹。

518喻根华，女，1942年 1月生，宜春市上高
县镇渡乡江东村居民。她命运多舛，公公、丈夫
和大女儿先后不幸离世，小女儿出嫁，只有她和
丈夫的养母黄凤娇相依为命，不料婆婆在将近百
岁时瘫痪。年逾古稀的喻根华悉心照顾百岁的
瘫痪婆婆，白天抱出来晒太阳，想方设法给婆婆
调养身体，晚上睡在婆婆身边，一有动静就起身
服侍。她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

519曾佛英，女，1996 年 10 月出生，抚州市
乐安县鳌溪镇桥背社区居民、县职业中学高一学
生。她从小被亲生父母遗弃，一位年已花甲的孤
寡老人收养才得以存活。她从小随养母辗转居
住几个寺庙，依靠化缘才长大，她因“黑户”问题
直到 12 岁时才开始读书。2017 年，因在敬老院
养老的养母不幸重度中风瘫痪，正在南昌读卫校
的她，请假一个月在医院日夜服侍直至康复。为
方便照顾养母，2018年秋，她含泪放弃了中专学
业转学到乐安县三中读高中。虽然命运多舛，但
她心怀大爱，她一有时间就参加公益活动。她们
母女俩相依为命，上演了一段“你养我长大，我陪
你到老”的人间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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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宜春市袁州区三阳镇泉塘村种粮大户郭
才牙的育秧大棚里，绿油油的秧苗长势喜人。郭才牙说，
他已铆足了劲，要全力抓好今年的粮食生产。

泉塘村地少人多，很多村民外出务工、经商，一些农
田被撂荒。郭才牙从 2015年开始承包村民撂荒的农田，
摸索规模化科学种田。

刚承包时，他用传统模式耕作，费工费时费力，一年
到头没赚到多少钱。后来，他利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添
置了农机，粮食生产的效率提高了，种田成本降低了，逐
步尝到了甜头。“以前一头牛每天只能耕 2 亩田，人工打
药、施肥每人一天也就完成4亩田。现在无人机都飞进了
农田，一台植保无人机每天的植保面积可达 300多亩；一
台普通农耕机每天可耕 30亩田。”说起生产上的变化，郭
才牙满面喜色。

在国家“三农”政策的激励下，郭才牙发起成立了
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陆续投入 100 多万元购置了插

秧机 3 台、烘干机 1 台、无人驾驶植保机 2 台、收割机 2
台、工厂化育秧机器 1 套、工厂化育秧连体大棚 2500 平
方米。

郭才牙种粮规模大了，收入也增加了，还为周边农
户的粮食生产提供农机服务，帮农户有效解决育秧、种
植、打药、收割、烘干、加工等生产难题，极大地减轻了传
统人工劳作的强度。此外，他还带动周边农户推行秸秆
还田，减少焚烧秸秆造成的环境污染，增强了稻田土壤
肥力。

在郭才牙的带领下，合作社实现了统一流转土地、统
一种植品种、统一生产标准、统一技术推广、统一服务管
理的水稻规模化生产，让水稻种得好、卖得好。郭才牙
信心满满地表示，国家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不断推出
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合作社今年水稻种植面积力争达到
2800 亩。“种田虽累，但很快乐！”郭才牙表示很享受这样
的生活。

“种田虽累，但很快乐！”
袁州种粮大户郭才牙成立专业合作社抓好粮食生产

彭建斌 本报记者 邹海斌本 报 万 载 讯 （记 者吴颖）今
年 以 来 ，万 载 县 纪 委 监 委 对 该 县
163 名 受 处 分 人 员 集 中 开 展 回 访
教育。

为确保回访教育取得实效，万
载县纪委监委成立 28 个回访小组，
坚持因人施策，严格回访程序，通过
上门家访、个别谈话、广泛征求意见
等方式，全面了解受处分人员在受
处分期间的思想、工作、学习等情
况，以及所在党支部和干部群众的
评价等，对受处分人员开展党纪宣
传和廉政教育。根据回访教育情
况，严格填写《受处分人员回访教育
考察表》，并及时存入受处分人员的
案件档案和组织人事档案，作为受
处分人员恢复党员权利及考核、任
用的一个依据。

万载多形式
进行回访教育

4月28日，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弘扬爱岗敬业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南昌市东湖区青山南路社区开展了“鲜花送模范 真心献祖国”活动。社区
工作人员向劳动模范们献上鲜花和慰问品，感谢他们为国家和社会作出的贡献。

本报记者 张海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