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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静静地读书看报，有人在影音
室唱歌……南昌经开区枫联社区邻里
中心，一幅幅温馨的画面，映衬出社区
群众生活的和谐美好。感受着今天的
幸福，枫联社区的居民纷纷称赞，社区
邻里中心的建立，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
可喜的大变化。

“这个动作不对，头要抬高点，腰
要直……”1 月 26 日下午，枫联社区邻

里中心的舞蹈教室里，秀雅旗袍队的
队员准时前来参加训练。200 平方米
的舞蹈教室宽敞明亮，队员们在光洁
的木地板上尽情展现优美的身姿，教
室里热闹非凡。

“旗袍队队员都是小区居民，她们
利用业余时间挥洒或培养自己的兴趣
爱好，但以前由于没有合适的场所，只
能在小区露天空地训练，队员也不多。”

秀雅旗袍队队长邹大妹告诉记者，“自
从社区邻里中心建起免费场所后，报名
参加旗袍队的居民一下多了起来，大家
参加训练的劲头也足了。”记者了解到，
在去年年底举行的南昌市第 17届运动
会广场舞比赛中，秀雅旗袍队还获得了
旗袍组第一名的好成绩。

“我们这个社区是一个较新的商业
楼盘，小区的环境条件不错，住着让人
舒心愉快。但社区居民普遍反映，小区
缺少一些让居民一起活动、丰富文化生
活、相互增进友谊的场所。”枫联社区支
部书记练刚说，有的居民希望建个议事
场所，有的居民想有个读书室，还有的
居民提出做个舞蹈教室……社区把居
民们的“需求账单”梳理后，决定借打造

“邻里中心”项目，最大限度满足居民们
的要求。

为此，区里先后投资几百万元，在
枫联社区打造了一个总面积 1000余平
方米的邻里中心，包含读书室、影音室、
舞蹈课堂、社区课堂等功能室，社区居
民的“需求账单”一一兑现，成为社区群
众的幸福账单。邻里中心启用那天，社
区群众奔走相告喜笑颜开。

“春去镜前花，秋来水中月……”记
者见到常金萍大妈时，她正与几个老姐
妹在影音室内引吭高歌，一边唱还一边
比划着舞蹈动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孙子放假了，以往是要坐在家里守
着他写作业看书。现在有了邻里中心，
孙子与小区里的同学约好一起到图书
室看书，而我约了老姐妹们去影音室唱
歌，这日子过得真舒心。”

除了丰富居民精神生活的场所，社
区邻里中心还建了共享厨房，供居民交
流厨艺，共享菜品。社区还请来专业老
师教居民做精美赣菜，学习烘焙糕点。

“我在共享厨房学会了做东坡肉，回家
试着一做，家里人吃了都赞不绝口。”社
区居民石大姐说，大家都商量好了，等
疫情过去都到这里来聚餐，一人做一个
拿手菜，共同庆祝现在的幸福日子和美
好生活。

“下一步，我们还准备与周边高校
联系，请高校派志愿者给社区群众当老
师，教大家学摄影、练瑜伽。这样既能
丰富社区群众的业余生活，又可以相互
交流增进感情。”练刚说，社区将通过邻
里中心凝聚邻里温情，实现人人参与建
设、大家共享幸福。

1月 25日上午，高安市蓝坊镇魏家
村的几名村民刚在大米加工厂忙完，又
来到红美人柑橘种植大棚，或是翻土挖
沟，或是覆草育肥，愉快地劳动着。提
到柑橘种植这个新产业，村党支部书
记、魏家马鞍岭红薯专业合作社带头人
魏三忠笑着对记者说：“柑橘一共20亩，
预计明年挂果，到时候合作社收入又能
多个十几万元。更重要的是，村民在家
门口有更多活可以干，赚更多的钱。”

“合作社就是我们的幸福社！帮助
我们就业赚钱，给我们分忧解难！”今年
70岁的村民宋明华，在合作社务工已有
两三年。她介绍说，老伴十年前中风，
女儿远嫁外地，儿子又在部队。以往，
家里虽有几亩田，但她一个人种田非常
辛苦，一年收入也只有三四千元，还没
时间照顾老伴。“如今是真的好，合作社
有农活就会喊我们去干，葡萄基地、蔬
菜大棚、大米加工厂……都在家附近，
一年下来有七八千元收入。加上帮村
里做饭、杀鸡，去年总共赚了 1 万多
元。”宋明华笑着说。

“现在村里有几十人在合作社务
工，干活多的一年收入 2万多元。”宋明
华说，合作社产业还在扩大，只要有精
力，多赚钱不成问题。

魏家村地处蓝坊镇东南方向，距镇
政府 2 公里，村里有山有水，村口便是
一条省道，地理位置优越。尽管去年受
到疫情影响，村里产业发展遇到困难，
但在镇村干部和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村
集体经济仍然实现了大幅增长，合作社
全年营业收入150万元，实现利润30余
万元。

据了解，5年前的魏家村还是个“空
壳村”，有 30户贫困户家里连吃饭都成
问题。村支书魏三忠一上任就谋划起
村里和村民的“出路”，将豆角产业作为
发展村集体经济的首次尝试，并以每亩
400元的价格流转了村民20亩土地。第
二年，每亩豆角获利 1500元。之后，村
集体产业步入快速发展通道，种植的品
种多了起来，有西瓜、葡萄、水稻、大球
盖菇、时令蔬菜等；产业种植面积也扩
大到 400 亩，合作社利润从 10 万元、20

万元，增加到 30万元。同时，贫困户凭
借土地补偿、务工费和产业分红，每户每
年收入达到2万多元，都提前脱了贫。

1月25日午饭后，宋立淦和宋润生
兄弟俩来到村口的烘干厂清理榨油残
渣。“从家里走过来就几分钟，现在也没
什么事，多干一点活，多赚一点钱。”宋
立淦笑着说。

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村集体产业，让
村民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做工种田两
不误，还能孝老带幼，幸福感获得感油
然而生。今年 71岁的宋立淦在合作社
干了 3年，脱了贫。他高兴地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去年自己在合作社干活赚了
8000 元，老伴在村里做保洁赚了 2000
元，家里养一头牛收入 5000元，产业分
红1000多元，还有低保6000元，总收入
有2.2万余元。

“合作社有需要就会叫我，挖沟、施
肥这些农活都很简单，我也有经验。现

在吃饭不成问题，每年还能存下 1万多
元。”宋立淦笑着说，自己身体还比较硬
朗，未来还能一直干下去，生活肯定会
越来越好。

眼看着村集体经济有了一定规模，
为了让村民生活更方便，2018 年，魏家
村建起了幸福食堂，70 岁以上的老人
和经济困难的村民都可以到食堂吃
饭。目前，村里每天有十多名村民在
食堂用餐。

1月25日11时，记者来到村幸福食
堂，看见墙壁的黑板上写好了当天的菜
谱：中餐是西红柿炒蛋、金针菇炒肉、清
炒包菜和紫菜汤；晚餐有西蓝花炒肉、
清炒腐竹和紫菜汤；主食有米饭和粥。

“饭菜都是现做的，每餐只要 3元，
很划算。”今年 80 岁的魏和生老人就
住在幸福食堂对面，每天不仅自己来
吃饭，还会带一份回家给101岁的老母
亲吃。

魏和生说，在集体食堂吃饭，不用
买菜，不用洗碗，水、电、煤气费都省了，
饭菜还保证新鲜，比自己在家做更方
便、更实惠。“我平常要干点农活，还要
照顾母亲，没有时间做饭，幸福食堂真
的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再过几天，合作社又要引进 70多
头牛来养殖，产业规模再次扩大。村里
还准备搞集采摘、观光、垂钓等为一体
的田园综合体项目。”魏三忠认为，乡村
振兴、农民致富奔小康，产业是保障。
现在只要村民愿意来干活，合作社里一
年四季都有事做，不愁没收入。

高安市蓝坊镇魏家村大力发展村集体产业

产业增收托起村民好日子
本报记者 陈 璋 文/图

八一乡：
宣传民法典普及法律知识

本报南昌讯 （通讯员徐芬芬、罗春华）“《民法典普法
三字经》选取的都是我们老百姓经常遇到和关心的问题，还
结合了案例分析，便于我们快速、准确地掌握法律知识和运
用法律条款。”近日，南昌县八一乡莲溪村村民老熊在接到
司法干部下发的《民法典普法三字经》小读本时，高兴地说。

据悉，为推动民法典更加深入人心，连日来，八一乡司
法所、综治办依托“民情连心桥”网格化管理模式和“红色
八一”微信公众号，大力开展民法典进机关、进单位、进学
校、进农村、进社区等活动，掀起学习宣传贯彻民法典热
潮。在便民服务中心摆放民法典宣传单和宣传手册，供等
待办事的群众阅读。同时，利用电子屏滚动播放民法典宣
传口号，在各村居和社区休闲广场上，制作大型宣传栏，以
漫画、文字、照片结合形式，生动形象地向群众宣传法律知
识。活动当天，共发放宣传小读本1200册。

“春有草莓，夏秋有瓜，一年四季蔬菜往
外拉，这里就是村民们口中的‘金疙瘩’”，近
日，在九江市柴桑区城门街道金桥村扶贫
产业基地务工的贫困户陈是洋喜滋滋地
对记者说。

曾经的“空壳村”发展成为村集体经
济快速增长的“明星村”，金桥村有一套强
村富民的“法宝”。该村通过村党总支引
领、集体主抓、企业参与、贫困户入股分红

的方式，对土地进行集中利用，发展特色
规模种养殖业，并按照“一领办三参与”模
式打造扶贫产业示范园，已开发扶贫产业
基地1200余亩，带动100余劳动力就业，其
中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 25 户 72 人，2020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1.8万元。

近年来，柴桑区城门街道发挥特色产
业优势，从产业链上兴集体、富农民，引导
各村与当地有实力、讲诚信的龙头企业开

展合作，指导村党组织通过联合经营、入
股分红等形式，把集体经济项目注入市场
经营主体，帮助群众增收。同时，加强技
术指导，为各村产业园聘请专业技术顾
问，通过定期理论学习和实地考察学习，
让村民了解和掌握种植、生产、经营和销
售的关键环节，加快培育了一支有文化、
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
伍。

发展成果反哺村民，金桥村党总支书
记赵大坤对记者说：“2020年，金桥村为贫
困户发放产业利益分配利润 5.38万元；发
放公益性岗位资金21万余元，开展小型公
益事业 4.02 万元，实施各类扶贫项目 69
个，完成新农村点建设7个，村组道路硬化
1.1 公里，饮用水机井 4 口，自来水管网铺
设 6000 余米，水塘改造 11 口，灌溉渠道改
造3.18公里。”

连日来，泰和县纪委监委先后派出四个督查组，持续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确保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地落细落
实，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图为泰和
县纪委监委干部在灌溪镇戴坊村便民服务点，了解人员流
动情况和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通讯员 刘晓雪摄

南昌经开区枫联社区兑现居民“需求账单”

邻里中心打造幸福生活圈
本报记者 蔡颖辉 文/图

党组织引领 贫困户入股
——城门街道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助力脱贫攻坚

朱宝金 聂梓文 本报记者 练 炼

佛塔村：
精准精细筑牢“防疫墙”

本报讯（记者陈化先 通讯员邓明轩）“请大家戴好口
罩，自觉扫码。”1月26日9时许，江西青山湖高新技术产业
园区佛塔村驻村纪检监察联络员与村干部走街串巷，通过
喇叭循环播放着提示语音。这是该村做好春节期间疫情
防控工作的一个场景。

该村通过张贴海报、悬挂横幅、进村入户走访等方式，
劝导村民喜事延办，丧事简办，做到“两个尽量、两个严禁、
两个一律”措施，即尽量减少人员流动、尽量控制人员聚集，
严禁无防控措施的人员流动、聚集，对从国内中高风险地区
来赣返赣人员一律实行健康监测观察，对从境外国外来赣
返赣人员一律实行跟踪闭环管理；做好公安部门推送重点
人群筛选工作，及时将排查信息反馈至属地；严格关卡执勤
纪律，加大监督力度，为落实疫情防控举措保驾护航。

观上镇：
20余场喜宴停办缓办

本报樟树讯（通讯员向斌、黄雨星）“现在是疫情防控
特殊时期，我的寿宴还是不办为好，不能给政府添乱，更不
能给乡亲们带来风险……”近日，樟树市观上镇定安村村
民杨金华一番考虑后，主动提出取消原本打算在农历正月
初六举办的60岁寿宴。

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
健康，观上镇通过标语横幅、微信群、广播、入户宣传等多
种方式，劝导大家提升个人防范意识，提倡喜事停办缓办、
丧事简办，避免人员扎堆聚集增加感染风险，得到广大村
民的理解和支持。目前，该镇有20余场原定于春节期间举
行的婚礼、寿宴等喜宴被延期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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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5日中午，魏家村村民正在幸福食堂吃饭。

1月26日下午，枫联社区邻里中心，居民们在排练舞蹈。

本报讯 （记者钟端浪）1月 27日，省
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下发《关于进一步
明确国内低风险地区来（返）赣人员有关
防控措施的通知》，明确1月28日之后从
国内低风险地区（省外）来（返）赣人员、
旅居的设区市（州、盟、地区）范围内有被
精准划定为高风险地区的来（返）赣人员
怎样流动。

来（返）赣人员虽来自国内低风险省
（自治区、直辖市），但其旅居的设区市
（州、盟、地区）范围内有被精准划定为高
风险地区的，入赣时须持 7 日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如不能提供的，到赣后须立
即进行核酸检测并确认为阴性者，再查验
健康绿码、测量体温正常，且无其他异常症
状的，倡导其居家休息，坚持健康监测，非
必要不出行，尽量不聚集、减少流动。

来（返）赣人员虽来自国内低风险省
（自治区、直辖市），但其旅居的县（市、
区）范围内有被精准划定为中风险地区
的，入赣时须持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如不能提供的，到赣后须立即进行核
酸检测并确认为阴性者，再查验健康绿
码、测量体温正常，且无其他异常症状
的，倡导其居家休息，坚持健康监测，非
必要不出行，尽量不聚集、减少流动。

来（返）赣人员虽来自国内低风险省
（自治区、直辖市），但从事进口物品搬
运、运输、存储和销售等相关工作的，原
则上劝导其在工作地休假或工作；如确
需来（返）赣的，入赣时须持 7 日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如不能提供的，到赣后须
立即进行核酸检测并确认为阴性者，再
查验健康绿码、测量体温正常，且无其他
异常症状的，须实行 14 天居家健康监
测，每 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期间不聚
集、不流动；居家健康监测期满后，倡导
其居家休息，尽量不聚集、减少流动。

其他国内低风险地区来（返）赣人
员，暂可不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经查
验健康绿码、测量体温正常，且无其他异
常症状的，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可有序流动，尽量不
聚集、减少流动。

三
种
情
况
入
赣
时
须
持
七
日
内
核
酸
检
测
证
明

我
省
下
发
通
知
，进
一
步
明
确
来
（
返
）
赣
人
员
有
关
防
控
措
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