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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的毛桥村，瓜果飘香，层林
叠翠。

3 年前的毛桥村，路不通水不畅，
庐山脚下穷山沟。

变化如此之大。党员说，关键是
选了一个好支书；村民说，因为来了一
个硬汉子。其实说的都是一个人——
吴周成。

吴周成 1972 年出生，是土生土长
的九江市柴桑区沙河经济开发区毛桥
村人。村里有参军的光荣传统，他在
部队服役 3 年后，于 1995 年回到家
乡。当时，村还是那个村，可吴周成的
眼界不再是 3 年前的眼界了。全国那
么大，他到处走，各地干，终于有了自
己的一番事业，工程都做到了西藏，修
起了拉（萨）林（芝）高速。

吴周成闯出一片天地后，村民都
盼着他为村里干出一番事业。2016
年，吴周成当选毛桥村党支部书记，面
对杂草丛生、路面坑洼不平的村庄，看
着村民们期许的眼神，他暗暗下了决

心：拿出军人本色，改变村庄穷、脏、
乱，力争用三年时间打造一个崭新的
毛桥村。

要想富，先修路。目标定了以后，
吴周成便开始行动，白天跑项目资
金、争取职能部门支持，晚上上门入
户做村民思想工作，争取村民支持拓
宽修建道路。从最初村民的不看好、
不理解到后来的交口称赞，在他的不
懈努力和坚持下，提升改造拓宽了村
级沥青、水泥道路 8.8 公里，修建拓宽
桥梁 2 座，极大地方便了村民出行、农
产品运输。

路有了，如何富？吴周成认为村
干部是群众发家致富的“领头雁”，肩
负着发展经济、带领村民致富奔小康
的重要职责。他把西藏的工程项目交
给别人打理，自己一头扎进村集体经
济建设中，利用村里丰富的农业资源
和生态环境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水果
种植、加工等生态农业和休闲旅游观
光产业，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通过党建引领、党员致富带头人共同
参与，引导农民入股，至 2018 年末已
成立产业合作社 11 家，种植草莓、杨
梅、红心猕猴桃、金丝皇菊等 2100 余
亩，还建造了一处 1300 余平方米的农
产品加工车间和陶园展览馆，有效地
将种植产品进行深加工，供游客前来
参观体验，带动产业良性循环。

农民富了，村集体经济强了，硬
汉子吴周成却有了一个更大目标：把
毛桥村建设成一个美丽的现代化新
农村。

吴周成坚信，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村民会支持会理解，然而在拆改的
过程中，这里不能动、那里不能动，处
处遇困难。他没有退步，也没有退路，
而是用自己的坚定和实干感染和引导
村民——打造黄家塝、孙家河等一批
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新建 2 处群众文
化休闲广场共 7000 余平方米，改造旅
游公厕 3 座，安装全村主干道太阳能
路灯 132 盏，拆除铁皮棚 1.5 万余平方

米，对全村 400 余栋民房进行徽派建
筑风格的改造提升。在村文化休闲广
场，记者在一堵文化墙上看到了村民
自发捐款美化环境的名单，多则几万
元，少则几百元，点点滴滴记录的是村
民观念的变化。

在吴周成看来，毛桥村的新农村
打造，不仅在于美化环境，更在于建设
旅游休闲乡村。毛桥村有丰富的自然
资源，有山有水有绿地，他据此谋划将
庐山花溪打造成一个休闲旅游的景观
河。说干就干，经过半年的打造，庐山
花溪不仅成为村民休闲散步之地，还
解决了村里排水、灌溉的难题，成了毛
桥的一个亮点。

三年过去了，吴周成兑现了对自
己的承诺：毛桥村先后荣获“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江西省美丽休闲乡村”和

“江西省五十佳最具乡愁村庄”等美
誉。吴周成也先后获得“九江市新农
村建设帮扶工作先进个人”和“柴桑区
先进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

毛桥硬汉
——退伍军人吴周成一心践诺带民富

张金玲 本报记者 刘小荣

本报崇仁讯 （通讯员刘
爱新、吴宪东）“多亏健康扶
贫保障政策，减轻了我的经
济负担，我们贫困户看病心
里也更有底气了。”近日，崇
仁县白路乡汀桥村下邹组的
邹贵良不无感慨地说。去
年，由于糖尿病，他多次就
医，总费用花了 5.3 万多元，
通过医保报销后、实际自己
只付了 1436 元，并且所有费
用都是在医院就直报了，减
少了跑腿垫资的压力。这是
崇仁县实施“五道保障线”和

“一站式”结算便民惠民，减
少疾病对贫困家庭冲击的一
个缩影。

崇仁县为提高贫困户的
抗风险能力，帮助他们走出
因灾、因病返贫的怪圈，为贫
困户每人都购买了人身意外
保险，为脱贫人员购买了返
贫责任险，建立健全保障机
制，给予实打实的资金支持
和保险保障。在深入推进城
乡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的基
础上，为有效解决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因病致贫的问题，
县扶贫办、卫健委全面启动
实施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商
业补充医疗保险工作。从
2017 年起，已连续两年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按每人投保重
大疾病补充保险。贫困户住

院和特殊疾病中的重大疾病门诊产生
的医疗费用，按照基本医保、大病医疗
保险基金规定报销后，自付费由扶贫医
疗救助保险进行救助。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及重大疾
病保险、重大疾病商业补充保险、民政
医疗救助和县财政救助“五道保障线”
全面实行。截至 2018 年底，该县建档
立卡贫困患者住院 4888 人次，建档立
卡贫困患者住院总费用2578.2万元，贫
困患者自付率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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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泰和县上圯乡竹
制品厂，农民正在晾晒毛竹半成
品。近年来，泰和县依托毛竹资源
丰富的优势，积极发展毛竹扶贫产
业，引导贫困户进行毛竹低改、精
深加工，助力脱贫攻坚。

通讯员 邓和平摄

7 月 26
日，九三学
社南昌市西
湖区基层委
员会联合益
心尚善心理
服务社，在
西湖区社会
福利院开展
以“健康中
国 行 幸 福
微实事”为
主题的团体
心理辅导活
动。通过角
色互换等团
体 心 理 游
戏，巧妙地
引导福利院
职工在体验
中释放情绪
与压力。

本报记者
舒艳秋摄

本报讯 （记者龚艳平）“永修八
代样式雷、中国半部古建史”。今年
是“样式雷”始祖雷发达诞辰 400 周
年。7月 27日，由中恒建设集团和江
西省“样式雷”建筑文化研究会联合
主办的首届中国“样式雷”文化论坛
暨西江建筑文化艺术馆开馆在南昌
举行。来自中国建筑协会、建筑时
报、天津大学、圆明园研究院等单位
的专家学者以及“样式雷”后裔齐聚
南昌，论道“样式雷”文化的传承和
发扬。

当日，西江建筑文化艺术馆在滕
王阁景区开馆。艺术馆按照“华夏建
筑”“西江引领”“匠心独运”等篇章，
重点传承“样式雷”的建筑文明精神，
推广江西建筑的文化特色，用“名胜、

名楼、名家、名人”的融合创新方式，
让更多人了解、认识“样式雷”，助推

“样式雷”文化走向国际。
“样式雷”是对清代260余年间主

持皇家建筑雷姓世家的誉称。他们是
从九江市永修县梅棠镇新庄村走出的
建筑家族。“样式雷”建筑世家是中国古
代建筑科技史成就卓著的杰出代表，雷
发达与其家族被誉为“永修八代样式
雷，中国半部古建史”。从 1987 年到
2008年，全国有25处建筑物或遗址入
选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五分
之一为“样式雷”建筑世家的作品，包括
故宫、天坛、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建
筑。为纪念“样式雷”始祖雷发达诞辰
400周年，我省今年将举办一系列纪念
活动。

首届中国“样式雷”文化论坛举行
西江建筑文化艺术馆在滕王阁景区开馆

本报抚州讯 （记者李耀文）7 月
27 日，2019 中国综艺峰会暨中国综艺
匠心盛典在抚州举办，来自各大卫
视、各大视频平台和制作公司的导
演、制作团队及业内人士 400 多人齐
聚一堂。本次峰会延续“尊重每一个
工种”主题，致敬电视匠心，表彰细分
领域。

峰会由“匠心论坛”和“匠心盛典”
两大部分组成。“匠心论坛”以分享视
频综艺行业前沿发展经验为目的，围

绕“媒介融合的综艺变量与创新增
量”，展开“导演创作、制作人战略、技
术领域专业化、品牌营销、音乐综艺版
权、地面频道综艺转型发展、综艺 IP与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七个方面的专项
论坛。

论坛结束后，还举行了“2019中国
综艺匠心盛典”，盘点了2017年10月1
日至 2019 年 4 月 1 日期间播出的综艺
类节目，并对优质作品及其幕后的不
同工种进行表彰。

2019中国综艺峰会在抚州举办

本报讯 （记者卞晔 通讯员柴冬
霞）大学毕业生在离校之际，若能收到
一份母校的毕业礼物，想必定能留下
一份美好回忆。这两天，在华东交通
大学，该校 81名大四毕业生陆续收到
了来自学校图书馆精心定制的借阅荣
誉卡，令他们惊喜不已。

记者看到，借阅荣誉卡原来是一个
卡片式 U 盘，兼具纪念意义与实用功
能，每个荣誉卡中导入了每名学生在
校期间的“书香账单”，记录着学生大
学四年期间的阅读轨迹。据了解，这是
该校图书馆首次给毕业生定制礼物。

“经过大数据统计，我们最终遴选
了借阅图书数量超过100本的81名毕
业生，向他们发放了借阅荣誉卡。”该

校图书馆阅读推广部负责人表示，此
次活动旨在鼓励毕业生将阅读习惯保
持下去，同时激励在校生多读书、读好
书、好读书。

收到借阅荣誉卡后，该校电气学
院毕业生刘健显得既意外又开心：

“感谢学校为我们精心制作暖心礼
物，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我会继续保持
阅读习惯。”

据悉，华东交大高度重视阅读推
广活动，在图书馆专门设立了阅读推
广部。近年来，该校图书馆持续创新
开展“4·23”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天
佑学子共读《论语》等富有特色的品牌
阅读活动，培养学生热爱阅读的习惯
和开阔的视野。

华东交大81名毕业生获暖心毕业礼物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7月 29日
记者从江西省红十字会获悉，赣渝
两地红十字青少年训练营近日在重庆
市结束，来自赣渝两地 36所高校的 51
名红十字青少年接受了为期 7天的红
色教育与人道主义教育研学成果。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
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
西南政法大学余大凯同学说，“作为
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要记住革命
年代的峥嵘岁月，坚定信念，学好知

识本领，为祖国和人民服务。”活动
期间，同学们还进行了救灾帐篷搭
建比赛、红十字急救培训。赣南医
学院的王奕玮同学说：“我是医学
生，以为自己会做得很好，可是动手
才发现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以
后我还要多加练习。”“红十字医生
的一天”“渔村的危机”等互动游戏的
参与体验，让同学们一步一步地感受
人道主义问题的挑战性、复杂性和现
实意义。

赣渝联合举办红十字青少年训练营

本报井冈山讯 （记者朱雪军）暑
假期间，南昌大学软件学院“青春·梦
想”社会实践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们
带着可编程机器人、太阳能小车、无人
机等设备走进井冈山小学，开展以“科
技筑梦”为主题的志愿支教活动。

活动中，实践志愿服务队通过募集
企业资源，在井冈山小学创建“梦想教
室”，捐赠了教学机器人套件、多媒体设
备、图书等价值5万余元的物资。志愿
者结合所学专业知识，巧用科技力量，

引领小学生们自主拼装机械、编写程
序、探索可编程机器人的奥秘；指导学
生学习科学知识，动手搭建太阳能小
车；开展无人机飞行知识及操控技巧现
场教学。可编程机器人课堂上，井冈山
小学的同学们搭建出了各式各样的风
车模型，还将“井”“冈”“山”“中国”等汉
字作为风车的扇叶，通过平板电脑APP
来操控风车转动。此次支教课程寓教
于乐，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激发了孩子们学科学的兴趣。

南大志愿者开展“科技筑梦”支教活动

本报南昌讯 （记者刘潇 通讯员
黄同佑、魏福民）为保障民生需求，优
化社区环境，南昌市湾里区今年投入
资金 1000 多万元，在招贤镇、站前街
办、幸福街办打造 3 个“1+5+X”社区
邻里中心，围绕“幼有所育、老有所养、
病有所医、食有所安、居有所乐”等居
民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形成以党建为
引领，社区为主体，涵盖养老、教育、医
疗、文体、商业等基本服务形态，集其
他业态于一体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打造便民、利民的“15 分钟社区生活
圈”，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品质，推进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目前，3个社区邻里中心均已开工
建设，正在紧锣密鼓施工中，预计 9月

底建成，10月份试运营。其中，招贤镇
红湾社区邻里中心为独栋建筑，共 4
层，约 1600平方米，已完成硬装，正在
进行软装；站前街办东方红社区邻里
中心，以街办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为主
体，整合东方红社区养老服务站、沿街
商铺等资源进行打造，正在进行内部
粉刷及改造；幸福街办招贤社区邻里
中心为独栋建筑，共4层，约1000平方
米，规划建设健康服务站、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书法绘画室、娱乐活动室、健
身房、读书吧和夕阳红活动室等，已完
成硬装和休闲长廊、透水地面施工，正
在进行外立面粉刷。

据悉，该区共有15个社区，预计于
2021年全面完成社区邻里中心建设。

湾里打造社区邻里中心
◀近日，于都县绿中源万亩

油茶基地，阡陌纵横、脉络分明。
近年来，该县大力发展油茶产业，
引进绿中源、帝道山、金龙山等22
家油茶企业，并采取“公司+基地
+贫困户”模式，带动贫困户脱贫
致富。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产业扶贫

这是一枚大印章，直径有10厘米，印
面分为内外两圈。印章中部为地球背景，
上有镰刀、锤子图案，周边以麦穗、稻穗环
绕，两穗之间还有五角星图案；印面外圈
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
行委员会”。

这枚银质大印章，透着一种公正和威
严，于 1932 年 4 月 5 日开始启用，是苏维
埃政权的象征。这枚银闪闪的印章背后，
是血与火的洗礼、鱼与水的深情。

1932年4月至1934年2月，湘鄂赣省
委、省苏维埃政府驻扎在万载县小源乡
（今仙源乡）。小源成为湘鄂赣革命根据
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苏维埃政府下设财政、土地、工农检
察、劳动、内务等多个部门，积极组织群众
发展生产，改善苏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
活，充分调动了贫苦农民革命的积极性。
苏区扩红时，呈现出“锣鼓震天响，标语贴
满墙，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郎，昨天拿锄
头，今日上战场”的动人场面。

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老百姓翻身做
了主人。国民党反动派为扼杀新生的苏
维埃政权，调集重兵围攻。1934年1月28
日拂晓，敌 3 个旅分三路进攻小源，飞机

轰炸，大批军队轮番进攻，烧杀掳掠，无恶
不作。

是晚，小源失陷。当时掌管省苏维
埃政府大印的王群、刘伯芳等5名红军战
士向官元山撤退，经过检坑时遭敌攻
击。为保护省苏维埃政府相关公物，王
群将装着公物的皮箱掩藏在大树下，随
后被敌杀害。近 30 年后，这枚印章被群
众无意中发现。

1963 年 10 月，湖南省平江县的郭桃
仁与弟弟郭兴仁来到万载县官元山林场
的检坑做小工。一天，郭兴仁避开哥哥，
蹲在一个小土坑中解手，随手折了根小树
枝在地上拨弄着，无意间从厚厚的腐叶下
扒出一个破烂不堪的黑色牛皮箱。

郭兴仁用手一提，早已腐烂的皮箱子
裂成数块，一叠已烂成纸泥的文件露出
来，一只圆形的银质大印掉落在厚厚的树
叶上，抹去印面上的泥土，只见“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湘鄂赣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20
个隶书字，闪闪发光。

1964 年春，哥哥郭桃仁将大印上交
万载县公安局。1985 年 10 月，湘鄂赣革
命纪念馆从仙源迁入县城，恢复陈列，幸
存的湘鄂赣苏区文物史料得以重新面
世。这枚银质大印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
物，格外引人注目。

这枚银闪闪的印章，就是一段红色的
历史。今天，人们纷纷走进仙源乡湘鄂赣
革命根据地遗址群，重温那段峥嵘岁月和
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汲取砥砺奋进
的力量。

一枚银闪闪的印章
本报记者 邹海斌

本报讯（记者钟端浪 实习生龚
子樱）近日，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
江西省妇幼保健院试管婴儿分娩数
突破 3 万例，翻开了该院试管婴儿分
娩新的篇章。

辅助生殖技术是新兴前沿行
业，技术革新几乎每天上演，需要
不断寻求技术和科研上的自我突
破。从常规 IVF（体外受精胚胎移
植）到 ICSI（卵母细胞内单精子显

微注射）到 PGT（胚胎植入前遗传
学诊断），到开展供精 IVF，试管婴
儿技术在不断精进成熟，并呈多元
化发展。

近年来，随着早卵泡期超长方案
的成功应用，省妇幼保健院临床妊娠
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吸引了众多省
内、外不孕不育家庭前来就诊。该院
辅助生殖出生的婴儿数量也逐年上
升，平均每天出生14个婴儿。

省妇保试管婴儿分娩数破3万例
临床妊娠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