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撸起袖子加油干

抚州凝聚感恩奋进精神动力奏响发展最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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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不可怕，不悲观、不抱怨，我坚信
有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依靠自己勤劳的
双手，一定能给家人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临川区秋溪镇上阳村村民王琴动情
而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全市广大村民的心
声。

学技术、学先进、学法律，进一步提高
群众发展能力。该市深入开展宪法学习宣
传教育和“七五”普法，推行“法律明白人”
助推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工作，推动社会
主义法治精神走进农村群众、融入日常生
活。同时，针对不同情况进行农业实用技
术传授，并通过身边的先进典型予以感染
——

临川区唱凯镇举办农机合作社技能培
训班，东馆镇组织农技和农机宣讲队，向贫
困户宣讲农作物施肥、农机保养知识等；

崇仁县积极探索提高党员荣誉感的方
法和措施，健全和完善党员关怀机制，首次
为全县党龄满 40 年老党员颁发“崇实章”

“崇信章”“崇德章”三种纪念章，使优秀党
员和党务工作者在精神上有获得
感、工作上有责任感、政治
上有荣誉感；

南丰县开展
“村民个个现身
说 感 恩 ”活
动，搭建平
台 成 立

“ 和 事
厅 ”，选
优 600
名“ 和
事 佬 ”
队 伍 ，
采 取 思
想劝导、
心理疏导
等柔性调处
方式，引导群
众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
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通过典型案例，加大法治宣
传力度。

村镇创示范、家庭创模范、个人创标
兵，群众致富动力迸发；“好邻居、好媳妇、
好公婆”“五好家庭”“最美人物”“孝老爱
心”等人物评选系列活动渐次开展，家族、
家教、家风建设明显增强，农村群众向上向
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氛围越
来越浓厚；道德红黑榜、孝满才乡、道德模

范、最美少年、身边好人等评议和表彰活动
一波接一波——

金溪县推广实施“和谐银行”“共享币”
制度，结合精准扶贫、农村环境整治、乡村
移风易俗、道德红黑榜等开展工作，打造金
溪乡村治理品牌特色；

宜黄县针对农村生产生活习惯，创新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载体，将义诊服务搬
进“夜间课堂”；发挥文明实践员的作用，开
展文艺汇演、政策宣传、科技科普服务等，
全县已开展活动200余场；

高新区开展“当好主力军，建功新时
代”技能比赛、“百企进村”等活动。东临新
区开展“共产党员户”挂牌行动，把党员的
个人荣誉上升为家庭荣誉，已挂牌 3400
户。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如今，感恩教育已经成为脱贫攻坚和

农业发展的“助推器”。党员、干部积极宣
讲党的惠民政策，贫困群众明白惠从何来、
惠在何处，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坚

定不移地听党话、跟党走；好榜样力量
激发了脱贫愿望，增强了贫困

群众早日脱贫的主动性
和创造性，“自立自

强”观念已然内化
于 心 、外 化 于

形。
一 批 批

本土“田秀
才 ”、致 富
能人、产业
带头人等

“ 乡 土 达
人 ”走 上

“讲台”，讲
述党和政府
的 好 政 策 、

自身如何得实
惠、帮扶部门和

干部如何开展帮扶
的亲身经历。课堂学

知识、实地练技术、课外见
效益，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党

员干部合力奋进，为脱贫攻坚、致富奔小康
注入新的活力。

奋进的步伐不曾放缓，感恩的情意愈
加浓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感恩奋进、担当
实干。这座“有梦有戏”城市的追梦人，正
在奋力描绘好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新画卷
的抚州篇章。

这是一次深入田间地头的思想洗礼；

这是一场凝聚民心力量的活力激发；

这是一声吹奏感恩奋进的前行号角。

在感恩中奋进，在奋进中感恩。今年4月以来，抚州市在全市农

村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撸起袖子加油干”感恩奋进活动。通

过一系列形式多样的活动，干事创业氛围越发浓厚，广大群众的感恩

意识明显增强。

“喝水不忘挖井人，致富不忘党的
恩。正是因为有了党和政府的无私帮助，
才让我能够脱贫致富，生活越来越好，我
十分感谢党和政府的帮助。”5月10日，南
丰县白舍镇鄱阳村建档立卡贫困群众余
东平这一番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通过视
频传到抚州各地。

当日上午，抚州市召开“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撸起袖子加油干”感恩奋进活
动动员会。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村一级，
市、县、乡、村总计十万余人参加。

能人宣传队、农村政策宣讲队、技能
宣传队、文艺宣传队、志愿服务宣传队。
动员大会一声令下，刚刚接过鲜红队旗的
五支宣传队成员奔赴各地乡村。

6 月 5 日，《关于开展“十个一”感恩
奋进系列活动的通知》正式下发：集中开
展一次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重要
讲话精神；观看一部红色电影或一部主
旋律专题片；开好一个红色故事会；开展
一次感党恩行动；组织一次卫生大扫除；
开展一次恳谈会；组织一次文艺下乡活

动；组织一次科普宣传活动；开展一次志
愿者活动；组织能人宣讲队进行一次宣
讲活动。

鼓声阵阵催人急。抚州市四套班子
领导实行挂点负责制，每人挂一个乡镇和
一个村，指导推进感恩奋进活动开展，并

经常深入挂点镇村调研、督导。各个县区

行动迅速，成立领导机构、制定实施方案，

有效地开展各具特色的活动——

南城县组建“脱贫攻坚奔小康，党的

恩情永不忘”巡回报告团，成员包括 10 名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涌现出的先进典型

代表，在全县开展主题巡回报告会，反响

热烈；

黎川县建立“爱心公益超市”，贫困户

以劳动换取积分，用积分兑换物品，把“超

市”变“赛场”，激励贫困户自尊、自爱，自
立、自强，激发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实现自
主脱贫；

资溪县召开“三请三回”“双返双创”
座谈会，邀请在外创业资溪面包户等成功
人士畅谈家乡发展之计，促成了三家企业
入驻资溪面包产业城……

大学习、大教育、大培训。一场场教
育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精神，
营造聚力乡村振兴良好社会氛围，形成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撸起袖子加油
干”浓厚社会风尚，感恩奋进活动在赣抚
大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十万干群总动员 五支队伍“急行军”

创新载体催奋进 健康文明新风尚
唱响新时代首届农民大合唱比赛、红

色家书主题诵读会、千人广场舞大赛、组
织 千 人 在 广 场“ 快 闪 ”同 唱《我 的 祖
国》……900 余场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在东乡区开展，一波接一波的感
动与激情，洋溢在这座“中国书法之乡”的
城市上空。东乡区仅仅是抚州开展感恩
奋进主题教育的一个缩影。

感恩奋进大讨论、连心小分队上户、
能人宣讲、文艺下乡，组织民间艺术团体、
老党员、退伍军人、退休教师、致富能人、
新老乡贤等言传身教。走村入户、到群众
身边去宣讲。通俗易懂，让群众听得懂、
听得进。

集中宣讲方针政策、广泛宣讲文明新
风、对比宣讲乡村变化。抚州市广泛深入
宣传解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阐释党和
国家大政方针和省、市为民惠民政策，帮
助农村干部群众了解政策、掌握政策，特
别是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脱贫攻
坚、致富兴业、农村改革、民生保障、生态
环保等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讲清
楚讲明白。全市统一编印了《农业农村政
策宣传手册》《农业科技宣传手册》《农村

常用法律法规宣传手册》各一万份，各地

结合当地实际编印了各类宣传资料，帮助

基层干部进行宣讲党的方针政策。

大力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行

动。党员干部示范带动，发挥村民议事

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作用，全

面开展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并发挥作用，培

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焕发乡

村文明新气象。倡导绿色生活，结合秀美

乡村建设和农村公共空间治理，组织农民
群众从生活垃圾治理等身边小事做起，自
己动手净化绿化美化庭院和公共空间。

公益宣传颂党恩、文艺宣传颂党恩、
群众宣传颂党恩。全市上下党员干部充
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关爱帮扶作用，解疑释

惑、教育引导，凝聚群众、服务群众，解难
帮困，温暖人心，亮点纷呈——

乐安县在全县村级卫生服务室，为有
需求的群众免费健康体检。对老年人、慢
性病患者、建档立卡贫困户、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等人员进行血压、心电图、血糖、肝
功能、肾功能等项目健康体检，建立健康
档案，守护群众健康，让群众真正享受到
基本医疗卫生优质服务；

广昌县挖掘提炼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真实故事，创作出以扶贫政策宣传和感恩
教育为主题的文艺作品，编排成群众喜闻
乐见的文艺节目，组织专题文艺演出，深
入各乡镇特别是在贫困村贫困群众中开
展巡回演出，已分赴全县12个乡镇（场）文
艺巡演25场。

民有所盼，我有所为。
坚定理想信念、凝聚精神力量。改进

作风和增强党性相结合，依靠群众、学习
群众、融入群众、服务群众。群众对党员

干部工作认同感日益提升，基层党组织说
话有人听、干事有人跟、工作有落实、发展
有实效，和谐的干群关系助力抚州经济社
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随着农村群众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不断提高，农村移风易俗渐成风尚，
文明乡风已然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一
幅“村民富、村庄美、村风好”的乡土画卷
正在赣抚大地徐徐展开。

统筹兼顾抓工作 凝聚发展强合力

(余晟华 黄 芳/文 赵士忠 何江华 曾恒贵 黎兴旺 蔡伟清 杨会霞/图)

广昌县驿前镇贯前村的贫困户在高虎脑战役纪念馆聆听红色故事广昌县驿前镇贯前村的贫困户在高虎脑战役纪念馆聆听红色故事

黎川县樟溪乡党员干部为在校学生讲红色故事黎川县樟溪乡党员干部为在校学生讲红色故事、、廉政故事廉政故事

东乡区珀玕乡笔村东乡区珀玕乡笔村党员干部和村民一起党员干部和村民一起包粽子包粽子

南城县株良镇路东村“感恩奋进”文艺汇演

临川区唱凯镇东临川区唱凯镇东
湖村村民接受农机合湖村村民接受农机合
作社技能培训作社技能培训

南丰县三溪乡的农村党员在橘园上“流动党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