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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亩富硒黄椒，半年收入过万元。”望着自家大
棚的黄椒挂满枝头，宁都县黄陂镇大桥村村民程兴脸
上挂满了笑容。程兴是贫困户，去年底在村党支部的
引导和帮助下，领种了 7 亩大棚蔬菜，走上稳定增收
致富路。

打赢脱贫攻坚战，产业扶贫是关键。宁都县坚持
基层党建与脱贫攻坚有机融合，推行“党建+产业”模
式，探索“产业链上建支部，党员示范带民富”新路子，
全县呈现出“党建强、产业旺、百姓富”的良好态势。

党旗在产业链上飘扬
近日，记者来到了会同乡谢家坊村脐橙基地。“这

里原来是一片杂草丛生、石头遍地的荒山，在村党支
部的带领，才有现在这万亩脐橙园。”张严生是村党支
部书记，也是村里第一批脐橙种植户。

为了带领贫困户脱贫致富，谢家坊村将村里的荒
地集中起来种植脐橙。人心不齐，村党支部站了出
来；土地流转受阻，村党支部分头动员；闯市场需要合
力，成立脐橙专业合作社党支部；种植需要技术，合作
社党支部扛起大梁。

产业延伸到哪里，党组织就延伸到哪里。宁都按
照“作用相同、行业相近、产业互补”的原则，依托龙头
企业、合作组织等市场经营主体，打破区域界限，建立

以村级党组织为核心、产业党组织为纽带、专业党小
组为基础的新型基层组织体系。“党建+产业”模式，充
分发挥了党组织统领经济发展的优势，进一步把党的
惠农政策、协调服务、示范引导等落实到产业发展中，
促进产业壮大和农民增收。

支部建在“链”上，产业连成一片。目前，宁都在各
产业链上建立产业党支部28个、产业党小组92个，创
建蔬菜、脐橙、黄鸡、茶叶等产业党组织示范基地25个。

先进性在产业链上彰显
去年，黄石镇大岭村的村民对引进蔬菜新品种有

疑虑，怕风险，不敢种。党员张伍生带头试种 10 亩，
不到半年，亩均收入过万元。看到新品种效益高，村
民们纷纷效仿，如今全村发展蔬菜 1100亩，成为远近
闻名的蔬菜村。

今年年初，连日阴雨天气，青塘镇谢村村谢建明
的18亩辣椒歉收。党员技术专家陈绍云及时帮他清
除坏树，移植新苗，手把手传授管理技术，为他止损增
收3万余元。

宁都在产业链上设立党员技术服务岗、党员发展
示范岗、党员文明生产监督岗等岗位，结合“亮身份、
晒承诺”活动，按照本人自愿原则开展岗位承诺，引导
党员亮身份、亮承诺，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

为提升党员的带富能力，宁都采取党校集中培训、
涉农专题培训、远程网络培训等方式，全县涌现出党员
致富带头人672人，103名经济能人和产业大户光荣入
党，224名党员提升为技术骨干和经济发展带头人。

群众在产业链上致富
这边刚刚结算完卖鸡款，又挤到签订养殖合同的

桌边：“我下一批再增加4000只。”最近3500羽黄鸡出
笼，让长胜镇大岭背村贫困户黄均林赚了 1 万余元，
养殖黄鸡的积极性大增。

在春茂黄鸡专业合作社党支部的带领下，合作社
与 220 户黄鸡养殖户签了订单，并明确最低收购价，
统一发放鸡苗、统一饲料、统一兽药、统一技术、统一
销售。

宁都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每个村设一个产业合
作社，让每户贫困户有一个增收项目，重点打造脐橙、
黄鸡、蔬菜、茶叶等特色种养业，建立“党组织+经营主
体+产业基地+贫困群众”的利益联结机制，把贫困户
紧紧绑在产业链条上，真正分享产业发展红利。

全链参与，全程收益。宁都“党建+产业”形成了
组织凝聚党员、党员推动产业、产业助推群众致富的
党建引领脱贫致富新格局。目前，该做法已覆盖全县
贫困户，共带动万余名贫困户通过发展产业增收。

今年以来，丰城市湖塘乡在前期试
点工作的基础上，强化措施，在全乡所
辖14个行政村66个自然村全面开展以

“一户一宅”宅基地管理为基本要求的
秀美乡村建设工作，实现全覆盖。

在拆除不符合“一户一宅”房屋的
过程中，该乡充分发挥村民自主性和理
事会作用，由村民自己决定怎么拆怎么
建。动员各村党员干部、村民理事会，
通过集体经济投入和村民自主捐款等
方式，筹集资金1000余万元建设秀美乡
村，同时由村级纪检监察员负责项目监
督，确保工程质量，极大激发了村民参
与乡村治理的热情。

目前，该乡所辖14个行政村66个自
然村“一户一宅”宅基地管理工作已经
全部验收合格，共拆除空心房、危旧房、

违建房及影响规划的各类不符合“一户
一宅”房屋25万余平方米，退出各类宅
基地3000余宗共计300余亩，收回的宅
基地可满足未来10至15年村民建房用
地需求，部分还可用于土地复垦。

截至6月底，该乡已启动了40个自
然村的“七改三网两系统”建设，即实施
改路、改水、改厕、改房、改沟、改塘、改
环境，建设和完善电力、广电、互联网
络，推进污水管网系统和垃圾分类系统
建设。目前部分村庄已完工，其他村工
程建设正在扫尾，剩下的26个自然村也
全部编制了村庄规划和施工图纸，计划
7月动工建设，预计明年3月可以完工，
并可在全乡实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全
覆盖，为推动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基
础。 （熊明亮 游江涛）

湖塘乡全面完成“一户一宅”宅基地改革

党建引领 产业富民
——宁都“党建+产业”助推脱贫攻坚纪实

廖海峰 本报记者 唐 燕

7月3日至4日，作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共中央宣传
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人民日
报社等共同主办的“时代新人说——
我和祖国共成长”演讲大赛之“建党
初心”主题赛在浙江嘉兴举行，来自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及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
工会的36名选手齐聚南湖畔，同台竞
技，共话初心。由我省选派参赛的新
余市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郭璐萍，
以《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为题，用朴
实无华的话语和感人的故事，赢得了
评委的高度评价和听众的热烈掌声，
最终荣获二等奖。

“2014 年的春天，我加入了中国
第 21 批援非医疗队，那一年的 11 月
份，我飞越万里抵达突尼斯。工作第
一天，我完成了7台手术，抢救了两对
高危妇婴……”演讲一开篇，郭璐萍
就通过讲述一段普通人难以体验的
特殊旅程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把现场
听众带进了那个遥远的北非国家。

当时 38 岁的郭璐萍已经结婚 16
年，还没有生小孩。为了援非，她说
服丈夫等服务期结束回国后，再怀孕
生宝宝。刚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度，
她还没倒好时差，就立刻投入紧张的
工作中。在突尼斯的西迪·布济德省
大区医院，每天都有大量产妇和病患
者前来就诊，她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到
深夜，时常连续几天在手术室内工
作，有时就吃一个面包、喝一杯水当

午餐或晚餐。
在援非的一年多时间里，郭璐萍

不忘医者初心，以强烈的使命担当和
过硬的诊疗技术，完成大小手术近
500台，救治了众多险、急、重症妇婴，
迎接了 1436 个非洲新生命的诞生。

“中国医疗队带去了先进的医疗技
术，提供免费治疗。在当地，中国医
生被称为‘上帝派来的天使’。”当郭
璐萍讲出这句话，台下爆发出热烈的
掌声。

然而，长期的高强度工作透支了
郭璐萍的身体。2016 年 1 月，她被诊
断为乳腺癌中晚期。治疗期间，她没
有心灰意冷，反而在积极思考生命的
意义是什么？她得出了一个答案：生
命的意义就是奉献。

浙江嘉兴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
地，是共产党人宣示建党初心、扛起
历史使命的地方。在演讲比赛之前，
选手们一同到这里参与了“六个一”
主题教育活动，瞻仰了一次红船、上
了一次党课、学习了一遍党章……当
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词时，郭璐萍再
次明确了生命的意义就是奉献，为人
民奉献，为医疗事业奉献，不计较个
人得失。这也是她作为一名医生、一
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同时，作为江西
省“赣鄱红色娘子军”宣讲团的成员，
郭璐萍表示，将继续深入基层参与宣
讲，向广大群众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
和使命，展现医者仁心与大爱无疆，
激励大家立足本职岗位，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无私奉献 不改初心
本报记者 曹 耘

本 报 宜 春 讯 （记 者邹海
斌）7 月 10 日，宜春市中心城区
10 个暑期“假日课堂”同时开
班，300 多名孩子将在 9 个社区
和 1 家企业的暑期“假日课堂”
接受日间托管，由大学生志愿
者进行辅导。

2017 年暑假，宜春微爱公益
在安居社区开办了第一个暑期

“假日课堂”，去年开办了 4 个。

宜春微爱公益暑期“假日课堂”
是一个完全免费的纯公益项目，
也是江西省示范性志愿服务重
点扶持项目。为办好暑期“假日
课堂”，宜春微爱公益面向国内
外高校招募了一些宜春籍返乡
大学生，给每个暑期“假日课堂”
安排两名大学生志愿者，辅导孩
子们写暑假作业，还安排了音
乐、绘画、国学、棋类等课程。

宜春10个暑期“假日课堂”开班

▶ 7 月 10
日，南昌市东湖
区向荣小学“小
青苗”宣讲团的
孩子正在为居
民宣讲文明创
建知识。为丰
富孩子们的暑
期社会实践活
动，向荣小学组
成 暑 期“ 小 青
苗 ”文 明 宣 讲
团，走进大士院
南社区，向社区
居民宣讲文明
创建知识，为文
明城创建活动
出力。

通讯员
熊家福摄

▶7月8日，江西师范大学学生在辅导孩子们学习书法。日前，江
西师范大学师范生暑期社会实践服务队来到新干县，开展暑期社会实
践活动，为孩子们提供书法、舞蹈等方面辅导，助力乡村教育。

通讯员 罗小群摄

暑
期
实
践

本报讯 （记者郁鑫鹏）为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激励广大少年
儿童用手中的画笔描绘对祖国母亲的
热爱，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江西
广播电视台 7 月 10日正式启动“我爱你
中国”主题绘画创作活动。

此次主题绘画面向我省5岁至16岁

的少年儿童征集作品，并以“我爱你中
国”为主题于 9 月 22日在高安巴夫洛现
代农业示范园举行万人现场绘画活
动。届时，主办方将组织我省的 1 万名
热爱美术、擅长绘画的少年儿童，在同
一时间、同一地点、同时绘画完成同一
个主题的大型作品。

“我爱你中国”主题绘画创作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7 月 11 日从
省血液中心传来喜讯，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等部门编纂出版的《爱满人间红动
中国——全国无偿献血群英谱》，遴选
了全国一批在推进血液事业发展中作
出杰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其中江西一
个集体两名个人入选。

江西科技学院长期支持无偿献血
公益事业，与省血液中心携手成立全省
首家规模最大的“爱心流动血库”，积极
组织开展无偿献血系列宣传活动，开设
无偿献血知识讲座，评选无偿献血爱心
大使，引导广大师生正确认识无偿献血
工作的意义，先后获得全国无偿献血促

进奖、全省无偿献血促进奖单位奖等多
项荣誉，涌现出一大批无偿献血明星、
志愿者服务之星。

赵国华是江铃铸造厂的工人，2003
年 11 月 30 日第一次在省血液中心参加
无偿献血，至2018年底，先后捐献全血7
次，单采血小板 206 次，5 次荣获全国无
偿献血金奖。张立丽是南昌某企业一
名普通职工，1998年加入无偿献血的队
伍。2007年，江西省无偿献血志愿者协
会成立，张立丽是第一批参与培训并加
入协会的志愿者。10余年来，她参与无
偿献血志愿服务 1 万余小时，荣获全国
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终身荣誉奖。

1集体2人入选全国无偿献血群英谱

本报九江讯 （记者练炼 通讯员邓
剑、周为）7 月 10 日，庐山西海将军峡吴
王谷景区开园暨云中西海玻璃桥开业
活动在将军峡景区举行。

将军峡吴王谷景区是庐山西海投
资5000万元精心打造的山水联动、文旅
融合示范景区。该景区以东吴文化为
内涵，以孙策、周瑜和大乔、小乔爱情故
事为主线，以吴文化体验、溪谷溯溪探
险、森林观光休闲为特色。同时，景区

根据自然的山水走势，建设了入口集散
平台、竹林休憩平台、瀑布观景平台、营
地休闲平台等四个平台，以及烟雨亭、
鸳鸯石、瑶池圣境等八大景点。

云中西海玻璃桥位于将军峡景区
内，全长328米，最高落差108米，是一处
集惊险、刺激于一体的新型玻璃天桥，
全程用透明玻璃构建而成，站在玻璃天
桥观景，诗画西海美景尽收眼底，让游
客有步入云端的感觉。

庐山西海将军峡吴王谷景区对外开放

本报南昌讯（通讯员胡微、王艳燕）
近日，南昌轨道交通集团组织党员干部
开展法院庭审现场旁听、集中观看警示
教育片、参观教育基地等警示教育活动，
切实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努力
实现惩治成果向预防成果转化。

活动后，广大党员干部结合警示的
典型案例和身边的事例纷纷表示，在今

后的工作生活中，将进一步增强廉洁自
律意识，严守党纪法规，自觉接受监督，
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据悉，为进一步做好廉政教育工作，南
昌轨道交通集团纪委将在拓宽教育对
象范围、丰富教育形式和紧盯重点教育
领域等方面精准开展廉政教育，推动党
员干部筑牢防腐思想堤坝。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警示教育入脑入心

7月 8日，记者冒雨来到新余市渝水区鹄山乡采
访，听到一个感人的故事——支书让“橘”。

黄友根是一名有 20 年党龄的老党员，担任荷沂
村党支部书记 11 年。在蒙山脚下，有一个近 100 亩
的蜜橘园，早年这个橘园归属集体所有的果园场，由
于缺乏管理，橘园一片荒芜，不仅长不出橘子，野草
比橘树都高。对此，时任村会计的黄友根心里不是
滋味。他向村委会提出申请，自己来经营这片橘园。

经过黄友根全家人的辛勤劳作，橘园重现了生
机。2006 年，橘树开始挂果，这几年进入盛产期，而
且蜜橘年年不愁销路。仅去年，橘园就产新余蜜橘
9.5 万公斤，创产值 20 余万元。乡亲们说，黄友根守
着一个“聚宝盆”，发家致富不用愁。

可黄友根不这么想。作为一名老党员、村支书，
光想着自己致富还不够，还要想方设法让村里的贫
困家庭一起摆脱困境。荷沂村是个地处山区的偏僻
小村庄，全村309户1107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15
户28人。如何使这些贫困户甩掉贫困帽？黄友根苦
苦寻找突破口。

去年底，市扶贫办主任简艳兵到荷沂村检查督
导落实“村村有产业”工作，提醒黄友根可以将村里
的一片油茶林列为扶贫产业进行重点发展。这一点
拨，让黄友根茅塞顿开，他心里有了谱。

黄友根心想：通过油茶林增收见效慢，而且列为

扶贫产业手续烦琐，还不如把自己的橘园拿出一部
分，让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员打理，他负责橘子的销
售，每年的收益全部归贫困家庭所有。这样一来，贫
困户脱贫就有希望了。于是，他准备将已经盛产蜜
橘的20亩橘林，“让”给村里的贫困户打理。

他仔细算了一笔账：20 亩橘林，将近 800 棵树，
按照每棵树产橘 50 公斤的话，每年就可产橘 4 万公
斤，创产值 8万元左右。这些钱除部分用于“晓康驿
站”作为公益金外，其余的分给 15户贫困户，每年就
可帮每个贫困家庭增收 3000 元以上。他把这一想
法告诉了家里人，妻子感到不快：“每年 8 万块钱本
来是我们家的，你这样让给这些贫困户，不等于白送
吗？”黄友根说：“也不能说是白送，这些贫困户还是
要出工的……你能忍心看着他们温饱都成问题吗？”
听他这样一说，妻子也没有了意见。

做通了家人的思想工作，黄友根开始与这些贫
困家庭琢磨如何经营好这些橘树。今年3月下旬，他
和各家贫困户签订了利益联结协议，而且一签就是5
年，也就是说，单这一项，5年内每户贫困家庭至少有
1.5万元的收入。

支书“让”橘，不仅让黄友根这名村支书的担当
和责任展现出来，而且让这位共产党员的人格魅力
凸显出来，也让贫困户更加坚定了“脱真贫、真脱贫”
的决心和信心。

支 书 让“ 橘 ”
平国旺 胡武鸣 本报记者 徐国平

7月3日，永丰县佐龙乡麻田村农民在翠冠梨园
中劳作。目前，当地1.5万亩翠冠梨进入采摘期，预
计总产量达2.3万吨。 特约通讯员 刘浩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