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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西师范大学校园内，有一座“显微
亭”，青松环绕、庄严肃静，此亭是为了纪念“抗
战捐躯教授第一人”——姚名达烈士而建。

姚名达，字达人，号显微，1905 年出生，
兴国人，1925 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师从梁启超等国学大师，是我国著名史学
家、目录学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姚名达义不容辞
地投入抗日救国运动洪流中，开始了为民族
救亡图存奔走的一生。

1932年淞沪抗战时，姚名达在商务印书
馆和复旦大学两处任职。日军点燃的战火将
上海商务印书馆夷为平地，日军的暴行，更激
起了姚名达的斗志：日寇要毁灭我们的文化，
我们就要更努力地发扬我们的文化。1933年
3 月 8 日，姚名达夫妻创办进步刊物《女子月
刊》，作为救国的宣传阵地，大力宣传教育人
民尤其是妇女同胞。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
日军大举进犯上海，《女子月刊》被迫停办，姚
名达携家眷返回江西，为家乡的文教事业服
务。1940年，姚名达担任国立中正大学研究
部研究教授、文史系教授。

1942 年 6 月，日军攻占上饶、鹰潭、抚
州等地，并将战火引向赣南。姚名达执教
的国立中正大学位于泰和杏岭，距前线不
足 200 公里。日军进犯消息传来，姚名达
决定联络中正大学师生，发起组织抗日服
务团。6 月 13 日，“国立中正大学抗日战
地服务团”成立。6 月 15 日清早，在团长
姚名达的率领下，服务团 40 余名团员出
发奔赴前线。到达前线后，服务团通过街
头讲演，个别谈话，家庭访问，绘制标语，
出版书报漫画和表演歌剧、话剧等方式，
使得军民合作观念得以加强，并为抗战将
士写家书数百封，帮助诊疗救护伤病员数
千名，大大鼓舞了士气。

7 月 5 日上午，敌我战斗激烈，形势异常
紧张，服务团坚守第三野战医院协助开展救
护病员工作。

7月7日晚，姚名达率部分团员在新干县
石口村一祠堂内休整时，遇到小股日军袭
击。在万分危急时刻，姚名达沉着冷静，率领
团员与日军进行了殊死肉搏，毙敌一人，夺取
步枪一支。搏斗中，姚名达不幸中弹殉国，终
年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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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广人稀的新疆大地上，有这样一
个村子：从和田市出发，向西南行使约120
公里，到达和田皮山县杜瓦镇，再从镇上
向昆仑山深处行驶约 100 公里，翻过海拔
3400米左右的达坂垭口，顺着蜿蜒崎岖的
沿河土路，在悬崖峭壁之间来回穿过几座
木板吊桥，才能在一片开阔地看见被郁郁
葱葱的白杨树环绕着的村子，它就是和田
县郎如乡普夏村。

普夏村有近400户人家，历史上人口最
多的时候近2000人，他们祖祖辈辈在静静
流淌的喀拉喀什河畔生活了600多年，居住
的房屋大多是用泥巴和杨树枝糊成的土坯
房。普夏村通往外界唯一的道路就是这条
经常被山洪冲毁的沿河土路，它也是村民
物资生活保障的生命通道，大部分人的出
行工具是毛驴，出一趟山需要三天三夜，有
的人甚至一辈子都没有出过村子。

为了响应支援边疆交通建设，江西有
色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数十名职工秉承着
交通人不惧艰难、勇于担当的拼搏和奉献
精神，来到昆仑山区参与当地交通建设。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出行方便了，
村民才能与外界互通有无，村里的羊才能
运出去卖，换回米、面、蔬菜等生活物资。
原有的山路崎岖险峻，最窄的地方仅半米
宽，身侧就是悬崖峭壁，不时有石块滑落，
安全隐患非常大。因此，2017年和田县政
府及县交通局决定修建一条通往普夏村的
道路，也正是因为这个契机，江西有色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与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参与这条
道路的建设，今年已经是第四个年头。

山区的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狂风肆
虐、飞沙走石，时而暴雨倾盆、山洪暴发，再
加上车辆无法通行，前期进场施工的艰难
程度可见一斑。即使是第一次在这样恶劣
的环境下施工，江西有色建设集团的职工
并没有退缩。第一次骑着毛驴踏上这条山
路的职工黄衍忠回忆道：“当我们一行骑着
毛驴走向昆仑山深处时，完全想象不到还
有这样的地方，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普夏
村党支部书记见到我们非常激动，希望我
们尽快把路修通，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为了顺利推进项目建设，帮助村民早
日脱贫致富，在气候恶劣、交通十分不便
的条件下，江西有色建设集团先后调派管
理人员 50 多名、劳务人员 400 多名、机械

设备 40多台、运输车辆 30多台，克服生活
条件艰苦、安全隐患大、机械材料进场困
难、物资费用远超市场价格等困难，全力
推进项目建设。正是在这样的投入力度
下，通往普夏村的道路现已基本成形，运
输车辆能够正常通行，生活保障物资也能
更快地运往村子。尽管如此，因为夏季雨
水较大，山洪经常暴发冲断道路，第一时
间冲在抢险救援前线的还是江西有色建
设集团员工，他们一次次站在冲毁、修复、
再冲毁、再修复的施工一线。

今年，随着爆破施工和防护工程作业
面的逐步展开，施工的难度和投入也在不
断增大，任务非常艰巨，但这丝毫没有动
摇施工人员的信心和决心，他们甚至意志
更加坚定，奋战在一线不仅仅是为了完成
项目建设，更多的是为了当地村民的出行
和生活。为了让这条生命通道不再被洪

水冲毁，也为了这条致富之路能够长久通
行，今年，集团在原有的路基基础上开始
沿山体爆破增加宽度，沿河路段也做了挡
墙混凝土防护工程，争取早日让这条昔日
的羊肠小道变成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

施工过程中，江西有色建设集团项目
部与普夏村村民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看到
村小学学生缺衣少物、村民生活物资匮
乏，项目部联合新疆交建集团和田指挥部
多次组织了捐款捐物献爱心活动。

边疆建设任重道远，脱贫攻坚胜利在
望。支援边疆建设的江西有色建设集团
员工风餐露宿，栉风沐雨，但仍不远万里，
跋山涉水，只为实实在在帮助当地村民改
善交通、改善生活。贫瘠落后的百年村
落，已经开始发生巨变，因为有了党和政
府的好政策，有了这样一批敢于担当、勇
于奉献的筑路人。 （刘 宽）

江西有色建设集团：支援边疆建设 助力当地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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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街涵养文明乡风助力脱贫攻坚
近年来，萍乡市安源区

丹江街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通过活化传承传统乡土文
化、加强基层文化阵地建设，
培育文明乡风，实现物质富
裕和精神富足同频共振，助
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修编村规民约，把制度
立起来。该街充分发挥党组
织的引领作用，通过街党委、
办事处指导，村“两委”引导、
村民代表参与等方式，最大
限度地让群众全过程参与，
制定村内卫生保洁、生态保
护、移风易俗等条款，既突出
内容丰富、全面，又要求简洁
易行，增强村规民约的可操
作性，让村规民约与村情民
意紧密结合，力争接地气、有
生机、易落实。

典型示范带动，把标杆
树起来。该街大力开展“文
明家庭”“好媳妇”“好邻居”

等各类道德模范评选活动，
开展脱贫攻坚产业致富带
头人、脱贫攻坚光荣户、脱
贫攻坚优秀帮扶干部等各
类评选活动，开展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现身说法讲述活
动等，通过选树各类先进典
型，引导群众树立自强、进
取和劳动致富意识，激发脱
贫内生动力。

创新活动载体，把队伍
建起来。该街依托志愿服务
队伍和志愿者，组建专家队
伍、专业队伍、“五老”队伍和
百姓宣讲队伍，深入各级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站），通过
举办展览展演、现场咨询服
务等形式，深入宣讲脱贫攻
坚政策、乡村振兴战略、法制
建设实践等内容，将文化

“种”在安源大地，“种”在贫
困户心中。

（熊 超）

南昌市西湖区朝农街道
携手街道人大工委、工会紧
紧围绕“彰显省会担当，我们
怎么干”解放思想大讨论活
动统一部署，结合辖区实际
就业供需状况，针对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
职工和就业困难群体举办线
上网络招聘活动，切实有力
地解决用人单位对人才的招
聘需求，助力企业全面复产
达产。

据统计，南昌市天虹商
场有限公司、南昌喜盈门实
业有限公司等 29 家非公经

济企业共提供了 466个就业
岗位，涉及房地产、商业连
锁、医疗、快消品、建材装饰、
教育、餐饮等多个行业，截至
目前，求职者线上点击量达
33597 次，简历投递数为 256
份，初步达成意向 39 人，录
用21人。

朝农街道将继续发挥公
共就业服务的平台作用，在
搭建就业平台、拓宽就业渠
道、建立促进就业工作机制
等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落
实就业工作各项决策部署。

（王恒春）

西湖区朝农街道举办网络招聘会

本报横峰讯 （记者余燕 通讯员刘向
东）“我种植中药材 7 年多了。去年在县
药植园专家的指导下开始种植虎杖，现
在长势良好，市场前景也很好。”9 月 8
日，横峰县青板乡中药材种植大户胡发
荣告诉记者，他正在整理新租的 300 亩荒
山，准备扩大种植面积。近年来，横峰县
依托丰富的葛根资源和品牌优势，走“种
植与加工并重、产学研一体、一二三产融
合”的中药产业发展之路，将“中国葛之
乡”打造成“中药之乡”。目前，全县葛
根、虎杖等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5.3 万亩，
年产值约 2亿元。

充分利用葛根资源和品牌优势，力
促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葛产品全面开
花。横峰县山地多，盛产野生葛根、金银
花、枳壳、白芨等中药材，特别是野生葛
根，全县分布面积达 21 万亩。在县委、县
政府的积极推动下，“横峰葛”栽培生态
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被确
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该县还联
合江西中医药大学、江中制药等高校和
企业，将葛研发项目成功申报国家中药
材大品种重点研发计划。科研团队在横
峰收集具有代表性的葛品种 40 余个，先
后培育了 4 个葛根新品种，开发的葛根降

压片等药品和葛饮料、葛饼干、速溶葛粉
等食品均已上市。此外，该县还与中国
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中国中医
科学院中医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合作，投
资 4 亿元建设 2000 亩以药用植物为主题
的现代农业产业园，打造集中医药科研、
科普教育、健康旅游、休闲养生、观光体
验、医药食品加工于一体的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区。

积极对接中药材市场需求，调整农业
产业结构，促进中医药产业集群发展。该
县将中医药种植加工与秀美乡村建设、乡
村旅游有机结合，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鼓励中药材种植企业主动对接市场
需求，并出台贴息贷款、保价回收等扶持
政策，推动中药材种植规模化、标准化。
目前，全县发展葛业专业合作社 17 家，葛
根种植面积达 3 万余亩，栀子、车前子、桔
梗等其他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2.3万亩。浙
江客商黄兴明投资 500 余万元，在横峰种
植中药材 1100 余亩，并开展中药材加工，
提高种植效益。此外，横峰还规划建设专
业的食品药品产业园区，引进以葛为主的
食品、药品加工企业以及为园区服务的物
流企业。目前，已签约入园企业 50 家，在
建25家，投产15家。

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力促中医药产业集群发展

横峰把“葛之乡”打造成“中药之乡”

本报南昌讯（通讯员段晓琳、王彩红）近期，南昌轨道交
通集团物业（后勤）公司通过强化宣传、优化食材配备、加强
监督检查等方式遏制员工餐饮浪费行为。南昌轨道交通集
团强化宣传，通过微信分享、贴海报、悬挂标语等方式，常态
化宣传推广“文明餐桌”“光盘行动”经验做法，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发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让勤俭节约、杜绝浪费的理
念变成广大职工的自觉行动。集团食堂合理搭配菜品，减少
单品分量，增加菜品种类，不断提高菜品质量，从源头避免浪
费现象发生。同时，公司纪检监察室强化监督检查，对个别
职工的浪费行为进行提醒教育，并督促其整改到位，坚决制
止餐饮浪费行为。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遏制餐饮浪费

本报上栗讯（通讯员梁紫微）近年来，上栗县以河长制工
作为抓手，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在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岸线
管理、水景观建设上下功夫，改善水域水质、打造美丽河道。
该县统筹推进县域各条水系流域系统保护、生态治理。先后
出台河长制实施方案和工作要点，调整补充县乡（镇）村三级
河长，更新、规范河湖长公示牌，倒逼职能部门、属地乡（镇）村
履职尽责，持续强化河湖生态监管。全县共设立县级河长 7
名、乡镇级河长15名、村级河长113名，配备河湖管护、保洁人
员 413人。今年以来，累计开展巡河 5267次，开展河湖“清四
乱”等专项整治行动320余次，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河小青”
志愿服务队活动170余次。截至目前，共排查发现问题15项，
已整改到位12项，正在整改3项。

上栗统筹推进河长制成效明显

本报资溪讯（通讯员余进）9月10日，资溪县召开庆祝第
36个教师节暨“教育教学奖”表彰大会，拿出196.26万元奖励
2019 至 2020 学年度全县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评比表现杰出
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近年来，资溪全力保障教育事业资
金投入，先后建成泰伯小学、鹤城镇等6个乡镇幼儿园，完成老
实验小学维修改造，城区小学新增学位800余个，筹集1.26亿
元建设资金用于面包学校等校园新建，有效化解“入校难”“大
班额”等问题。修订完善中小学教育质量奖励办法，将教育教
学质量奖基数由原来的 80万元提升至 150万元，有效激发了
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实施教育精准扶贫全覆盖，开展“微心
愿”点亮活动，加大对贫困学生的关心和帮助力度。据了解，
该县2019年县财政教育支出达3.3亿元，同比增长20.55%。

资溪近200万元重奖教育教学先进

9月2日，德安县第三幼儿园的学生们正在参与课堂“趣味运动”。开学
之际，德安县大力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计划，培育学生们的体育爱好和
运动技能，做到全民健康从娃娃抓起。 通讯员 张 帆摄

全民健康
从娃娃抓起

9月13日，赣州经开区法院扶贫队员正在经开区三江乡东
红村察看玉米长势。近年来，在赣州经开区法院驻村扶贫队的
帮助下，东红村将550亩撂荒农地建成玉米、水稻及草皮种植
基地，助力全村实现脱贫致富。

本报记者 钟端浪摄

本报讯 （记者黄锦军）9月 9日，丰城市剑声中学举行了
首届熊恬奖学金颁奖典礼。该奖学金由我国著名建筑设计大
师、丰城籍人士熊明出资 100余万元设立。据悉，2019年底，
熊明为纪念其姑姑熊恬（剑声中学创办人熊恢之妹，早期江西
教育界名人），出资设立了熊恬奖学金。设立该奖学金的目的
是奖励优秀学生，帮助留守儿童，改善学校教学与研究设施。
剑声中学创办于 1923 年，由丰城籍历史名人熊恢联络政界、
学界等社会各界有声望的人士创办而成。创办之初，剑声中
学因先进的办学思想、独创的教育方法、严格的教学管理而成
为当时著名的中学。

熊恬奖学金首次颁发

“今年防汛期间，我们村 30 名
党员和2名入党积极分子全部坚持
奋战在防汛一线，群众也自发踊跃
慰问一线防汛人员。大家凝聚在
村党支部周围，士气高涨。”日前，
南昌县泾口乡岗背村党支部书记
万义根，自豪地向前来巡察回访的
县委巡察组干部介绍着村级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可谁能想到，2019 年以前，岗
背村还由于支部班子软弱涣散，办
事不公开、不公正，基础设施落后
等原因，导致矛盾纠纷不断、群众
上访不断，村干部在群众心中陷入
信任危机，各项工作难以推进。
2019 年 4 月，该村党支部被列为软
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并加以整顿。
南昌县委第五巡察组在泾口乡巡
察期间，收到了大量群众反映该村
时任党支部书记万某的有关问
题。巡察组经核实后向泾口乡党

委进行了反馈，并提出加强村级党
组织建设的建议。

岗背村蝶变的法宝到底是什
么呢？2019 年 8 月，根据巡察整改
要求，泾口乡党委按照程序对该
村党支部原书记进行了免职处
理，并在充分考察的基础上，任命
了由群众推荐的万义根担任党支
部书记。

上任伊始，万义根倍感压力。
“如何重新凝聚人心，尽快打开工
作局面呢？”这是他思考得最多的
问题。最后，他决定拜群众为师，
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和建议后，先
从群众反映强烈的事情入手干起，
并邀请乡纪检监察部门进行全程
监督。重新核查低保人员，做到公
开、公平、公正，对不符合条件者全
部予以清退，共清退8户；全面实施

“三务”公开，全力解决历史遗留问
题，扫清前进道路中的障碍；跑项

目、拉资金，重建村民服务中心、改
造危桥、完善农田水利设施、新建
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以群众反
映的问题为导向，一桩桩顺应民意
的实事落地生根，群众的心里乐开
了花，纷纷为新的村“两委”班子点
赞。“短短几个月，村干部就为群众
办了这么多事，真让人佩服！”村民
万新刚兴奋地说。

如今的岗背村，社会和谐、生
产发展、环境整洁，村党支部也成
为一个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党
支部。凡是村“两委”决定的事
情，村民们都大力拥护和支持。
在 2019 年度全乡村级工作绩效考
评中，该村由历年来的倒数第一
跃居前列。

“群众心里有杆秤，党员干部
只有真心为老百姓付出，才能赢得
大家对党组织的拥护。”万义根感
慨地说，“信任，源于实干。”

信任，源于实干
——一个后进村党组织的蝶变之路

肖茂福 本报记者 范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