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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游静）4 月 1 日，省政府
新闻办和省税务局联合举办“税收惠民办
实事 深化改革开新局”新闻发布会，拉开
了我省启动第 30 个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
的序幕，今年也是我省税务部门连续第 8
年开展“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暨便民
办税春风行动”。

为了进一步便利纳税缴费、降低办税
成本、提升纳税人满意度和获得感，2021
年我省“便民办税春风行动”以“优化执法
服务·办好惠民实事”为主题，推出10类33
项131条便民服务措施。推行财产行为税
相关 10 个税种“一表申报”，整合增值税、
消费税及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
加等主税、附加税费申报表，有效减少纳税
人申报次数和报送资料；将全省正常出口
退税的平均办理时间由8个工作日压缩至
7 个工作日，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税务注
销的一般流程办理时限由 20 个工作日压
缩至10个工作日，大幅压缩纳税人缴费人
的办理时间；深入推进智慧电子税务局建
设，扩展“非接触式”办税功能模块至 220
项以上，将全省“非接触式”业务办理量占
比提升至 85%以上，纳税人上门次数减少
70%，为各类群体办税缴费提供便利。推
广“首违不罚”清单、统筹推送风险信息、加
强纳税服务投诉情况监控分析，不断提升
税务执法“温度”。据统计，“便民办税春风
行动”推行以来，我省先后推出70类274项
1506条便民服务措施，切实提高纳税人缴
费人获得感。

我省启动第30个
全国税收宣传月活动

“倡导安全祭扫，遵守规章制度；
倡导文明祭扫，弘扬传统美德；倡导
绿 色 祭 扫 ，促 进 自 然 和 谐 ……”日
前，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民政
厅联合下发清明节安全祭扫文明追
思倡议书，号召全省广大群众传承慎
终追远、孝老敬亲等优秀传统文化，
实现安全、文明、绿色祭扫，推动移
风易俗。

移风易俗入民心，文明新风扑面
来。近年来，我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领，通过谱写全域创建、
持续推进、重点整治“三部曲”，丰富群
众精神文化生活，引导群众逐步养成
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培育淳朴民风、
良好家风、文明乡风。

全域创建，提亮文明底色
去年10月10日，上饶市广信区16

对新人在清水乡墩底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举行了“爱在稻香新城”传统中式
集体婚礼。新人们用实际行动告别婚
事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争做文明新
风的积极倡导者和自觉实践者，在社

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广信区婚俗的改变，是我省通过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教育
引导乡村居民摒弃陋俗，追求文明新
风尚的缩影。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
全省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7448 个，组织开展文明低碳祭祀、
整治婚丧陋习及封建迷信等志愿服务
活动8876次。

省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
年，我省将全域推开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所、站）建设，加强省、市、县（市、
区）、乡（镇）、村五级联动，推动文明城
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
明校园等五大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齐
驱并进，做到全时段、全人群、全方位、
无死角、零容忍推进移风易俗工作，进
一步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
成风化俗。

持续推进，弘扬文明新风
在抚州市广昌县塘坊镇横山村，

村民袁菊兰因孝老敬亲事迹突出荣登
“红榜”，她带着婆婆改嫁、20多年如一

日不离不弃照顾婆婆的故事在当地传
为美谈。

以发布红黑榜单为抓手，充分发
挥道德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作用，如
今已成为我省各地推进移风易俗工作
的生动实践。据悉，围绕美丽乡村建
设主题，省文明办等牵头协调 22 家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聚焦破除封建迷信、
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树立文明乡
风等重点任务，引导全省所有行政村
修订完善了村规民约，成立了红白理
事会，推行了道德红黑榜、诚信积分制
等，提升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
全感。

与此同时，我省依托文明村镇创
建形成鲜明导向，依托重点人群抓好
示范带动，加强部门联动，加大宣传力
度，推广先进典型，让文明新风融入群
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数据显示，
目前我省共有全国文明村镇218个、江
西省文明村镇501个。

重点整治，共建文明家园
日前，省民政厅、省文明办联合印

发《关于开展婚丧领域移风易俗示范
点建设的通知》，以点带面深化婚丧领
域移风易俗，提升群众满意度。通知
明确南昌市青云谱区、浮梁县、共青城
市等12个县（市、区）为全省试点单位，
计划通过1到2年的时间，运用群众自
治、党员干部带头等方式推进示范点
建设，有效遏制高价彩礼、低俗婚闹、
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初步
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针对天价彩礼“娶不起”、人情往
来“聚不起”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省文明办、省民政厅牵头组织各地
积极举办“零彩礼”集体婚礼，开展“无
事酒”集中整治，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群
众负担。

“移风易俗只有进行时，没有完
成时。”省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我
省将坚持为民惠民靠民，坚持共建共
享共治，坚持日常经常平常，常态整
治、长效巩固，让移风易俗成为全社
会的共同行动，让赣鄱大地成为文明
和谐的精神沃土和安居乐业的美丽
家园。

文明惠风畅赣鄱
——我省多措并举推动移风易俗走笔

本报记者 万仁辉

山高林密、道险弯多的宁都县肖田乡柏树村，驻
扎着这样一支扶贫工作队：他们靶向施策，依托省肿
瘤医院医疗服务专家团队，为群众送去健康关爱；他
们扎根乡土，精准帮扶，从点滴入手改善村民生活；他
们动态跟踪，群策群力，发动医院职工、食堂员工等积
极参与消费扶贫。

村民有了“健康护盾”
“十三五”省级贫困村柏树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45 户 195 人，其中因病致贫贫困户有 10 户，疾病是贫
困户脱贫路上的一大拦路虎。

看病难是村民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为充分发挥
医疗资源优势，驻村工作队在省肿瘤医院的大力支持
下，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省肿瘤医院先后组织相关科室开展“健康教育”
“筛查甲癌”“肿瘤防控”“大手牵小手”等义诊活动，免
费为村民进行健康检查，并积极帮助宁都县人民医
院、宁都县中医院、乡镇卫生院培养肿瘤专科骨干医
护队伍。

一个个义诊活动深入人心，一项项举措把健康扶
贫引向深入。

柏树村谢塘组村民曾玉梅先后遭受胃癌、卵巢
癌折磨，家里越来越穷。所幸在专家义诊中，她得到
了后期康复治疗宝贵建议。曾玉梅特意炖了一只土
鸡送给专家：“感谢你们的辛勤付出，让我重拾生活
信心。”

驻村工作队队员还与建档立卡贫困户患者结对
帮扶，指导用药、联系住院，为他们排忧解难……

66岁的肖会元在一次体检中被查出患有胃癌，由
于害怕化疗，又担心给儿女带来负担，他隐瞒了病
情。柏树村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队长孙啟在走访
中得知肖会元的病情后，不仅联系肖会元儿女召开家
庭会议，还帮助老人联系医院专家。肖会元感激地
说：“孙书记帮我彻底消除了心理障碍，更让我有了战
胜病魔的信心。”

群众有了贴心人
“刚来时，孙书记与驻村工作队队员王伟一起到

五金岭自然村入户调查，在爬山的路上，两人不小心
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简单包扎完伤口后继续赶路。”
柏树村党支部书记肖银激动地说，“他们工作作风扎
实，是村民的贴心人。”

虽然首次入户调查遭遇困难，但孙啟与王伟没有气馁，而是把帮扶工作做
得更加精细。

在夜访贫困户时，他们发现村民家的白炽灯既昏暗又耗能，孙啟便向医院
申购了100套价值3000多元的LED节能灯，扶贫队员还当起了临时电工为村
民装灯。

在安装节能灯过程中，孙啟发现许多农户家线路老化，存在安全隐患，便
连续两年请来医院物业公司先后为村民房屋和村组祠堂更换老旧电线。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村民增收，孙啟便向医院申请了免费发放稻种
的帮扶措施，84户村民领到1200公斤稻种，解了燃眉之急。

农产品有了推销员
立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

式”扶贫转变的关键之举。
2019年，得知柏树村在建设大棚蔬菜基地存在资金缺口时，省肿瘤医院投入

24万元为村里援建15亩大棚蔬菜基地。当蔬菜基地种植的辣椒成熟后，医院又
鼓励职工、食堂、物业、学会等参与消费扶贫，采购扶贫农产品金额达14.5万元。

同时，孙啟还变身柏树村“店小二”，成为泡椒代言人，参加了省国资委、江
西绿产集团举办的消费扶贫“五进”活动，为农户销售土特产；在鼓励村民“增
种、优种、增收”基础上，医院还按照消费扶贫模式，回购大米2万公斤；肖田乡
大棚西瓜、羊角蜜销售不畅，医院又一次伸出援手，鼓励职工采购扶贫农产品
金额达7.5万元。

据统计，驻村扶贫工作队为柏树村申请扶贫专项资金近 66万元，采购县
乡村消费扶贫产品总金额达 75.3 万元。2018 年年底，柏树村如期脱贫；2020
年，该村实现村级集体经济收入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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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南昌市青山湖区塘山镇高新社区，91 岁老兵付仰炳
正给孩子们讲述自己的革命斗争经历。连日来，高新社区邀请老
党员、老战士走进小区、学校和车间讲课，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
色基因。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特别一课

（上接第 1版）雷锋、谷文昌、杨善
洲、罗阳、黄大年……无数埋头苦干、
拼命硬干的英烈志士，将滚烫炽热的
赤子之心投入祖国建设事业中。

心有大我，行止如山一般巍峨；赤
诚报国，心胸如海一般辽阔。

从实现民族独立，到建设社会主
义，从掀起改革热潮，到决胜全面小
康，身处急难险重最前沿的，正是一代
代共产党人逆行而上、向死而生的伟
岸身躯。

从公开战线，到隐蔽战线，从看得
见硝烟的战场，到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充盈于天地之间的，正是一群群“特殊
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青春换得江山
壮，碧血染将天地红”的浩然正气。

全民族抗战的同仇敌忾，渡江战
役的横扫千军，抗美援朝的英勇无畏，
抗洪抢险的勇往直前，抗疫斗争的逆
行出征，脱贫攻坚的尽锐出战……历
经百年风雨，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处处都
是可歌可泣的英雄礼赞，处处都是凯
歌前行的豪迈宣示。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为中国
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
约有 2000 万。他们大多数是共产党
员，大多数无名无姓。有名有姓的烈
士只有196万。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
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1949 年 9 月 30 日，人民英雄纪念
碑奠基礼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毛泽东宣读了他亲自起草的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

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
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
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
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
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
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
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2014 年 8 月 31 日，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决定，将 9 月 30 日人民英雄
纪念碑奠基日确定为烈士纪念日。

此后，每年的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会与各界代表一

起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
制定英烈保护法，设立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开展功勋荣誉
表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英烈保
护工作，厚植全社会铭记英雄、致敬英
雄的良好氛围。

革命英烈，如同永不陨落的星辰，
照亮了夜空，照亮了大地，也照亮了民
族复兴的前行道路。

叩问初心
生命最后一个月，即便从院长变

成了病人，武汉市武昌医院院长刘智
明也从未放下过工作。

病床上，他不停地接打电话、回复
微信。

2 个小时内改造门诊部；3 天内
完成全院既有其他疾病患者转移；对
西院区整体改造并建好 300 张隔离
床位……满满当当的时间表，一刻不
得休息，直到生命的终点。

“他总是这样，忙到没有时间关心
自己的身体。”刘智明的同事、武昌医
院消化内科主任王珣说。

人生大事，莫重于生死。
面对这些危难关头尽职责、挑战

面前勇担当的共产党员，人们无数次
地想要寻找、叩问初心。

——生死考验下，是怎样的力量
激励着他们屡仆屡起、至死不渝？

“我们是贫贱夫妻，我们看王侯如
粪土，视富贵如浮云。我们不怕穷、不
怕苦。我们要安贫乐道。这个‘道’就
是革命的理想。”在生活极为艰难、随
时都有可能被捕牺牲的情况下，恽代
英这样告诫妻子。

他认为“主义”是一个“有力量的
东西”，愿牺牲一切为之奋斗。

认准了真理，就一往无前。
1924 年春节，出生于地主家庭

的吴焕先，把自己从学校带回来的
马克思像恭恭敬敬地贴在家里的供
桌上方。

“这位大胡子外国老头儿，可是个
好老头儿。他的名字叫马克思。他是

我们穷人闹革命的导师。按照他的方
法干，我们一定会创造出一个新社
会。”吴焕先对家人说。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入党后，吴焕先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将自家的佃户、债农请到家中，当面
把租地契约和债务借据烧个一干二
净，彻底背叛了自己的地主阶级家庭，
坚定走上了革命道路。

吴焕先英勇善战、身先士卒，得
到 红 二 十 五 军 全 军 将 士 的 爱 戴 。
1935年，年仅 28岁的他在战斗中不幸
牺牲。

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因为相信，所
以看见。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相信真理的瞿秋白，哼唱着自己翻译
的《国际歌》从容赴死，微笑饮弹。

“不要荣誉，不要功建，只望向真
理的王国进礼。”相信真理的殷夫，置
生死于度外，只想做带给人间光明的
普罗米修斯……

百年来，无数共产党人为了追求
真理以身许国、浴血奋战，铸成今日中
国之富强基底。

——时间长河里，是什么让他们
宵衣旰食、夙兴夜寐？

1962 年，焦裕禄调到河南兰考
任职。

那时的兰考正饱受风沙、盐碱、内
涝之患。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
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身先士卒。

风沙最大时，他带头去查风口，探
流沙；大雨倾盆时，他带头蹚着齐腰深
的洪水察看流势；风雪铺天盖地时，他
率领干部访贫问苦，登门为群众送救
济粮款……

他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
唯独没有他自己。因为肝病，焦裕禄
常痛得直不起腰，但他用手或硬物顶
住肝部，坚持工作。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密码，就隐

藏在焦裕禄“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的
赤子情怀里，在杨善洲“绿了荒山白了
头”的默默奉献里，在廖俊波“能在现
场就不在会场”的真抓实干中……

——穿越风浪，是什么让他们不
断自我提升、永立时代潮头？

工作 30 年，租房 28 年，先后搬家
6 次，最后一次，4 个纸箱里装着的全
部“家产”，除了生活必需品之外，就
是 68 本荣誉证……山西大同市阳高
县信访服务中心原主任、共产党员
李培斌 50 年的人生，活得踏实，活得
亮堂。

正直如山，清廉若水。
翻开他的日记本，这位来自基

层的人民调解员对自己有着严格的
检视：

“始终保持党的艰苦奋斗优良传
统，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经得起
埋怨”“坚定廉洁底线，不义之财不取，
不仁之事不为，不正之风不沾”“防微
杜渐，抵制诱惑，无愧于党、无愧于民、
无愧于心”。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
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方志敏在他撰写的《清贫》中如是说。

生命无法不朽，但可以创造不朽。

永葆初心
81192——每年 4 月 1 日，这串编

号总会被人们提起，纪念壮烈牺牲的
英雄。

2001 年的这一天，海军航空兵飞
行员王伟驾驶 81192 号战机紧急升空
迎敌，被对方螺旋桨打掉尾翼，消失在
海天之间。

2021年 3月底，一封落款为“您跨
越二十年的战友”的手写信放在王伟
墓前。

“马上就到您离开二十周年的日
子了，我来看看您。”信中说，“最初认
识您是在 2017 年 4 月 1 日，那时我大
一。……我心中沉睡多年的军旅梦宛
若深埋地下的种子感受到了春意，开
始萌发。”

这封信，讲述了一位年轻人受王
伟事迹鼓舞加入海军的故事，也见证
着在英雄精神激励下，无数后来者接
力前行的脚步。

“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
正如王伟在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这句

话，永葆初心、继续前进，是对英雄最
好的纪念。

永葆初心，就要使信仰之火熊熊
燃烧。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
句铿锵誓言，让先烈们前赴后继。

从来壮烈不偷生，许党为民万事
轻。王伟在入党申请书中写下“决不
是为了捞点政治资本，也不是为了升
官发财”；陈占芳倒在战场，衣袋里的
入党申请书留下 16 个弹孔；樊贞子、
曾翙翔等脱贫英雄，在入党申请书中
留下对信仰的诠释。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句
庄严承诺，一直在神州大地回响。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
际，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党如火如荼展
开。在邱少云烈士纪念馆、在遵义会
议会址、在青海省西宁市中国工农红
军西路军纪念馆的西路军雕像前……
重温入党誓词的宣誓声，坚定着前行
的理想和信念。

永葆初心，就要让红色基因绵延
不绝。

“欢迎大家参观我们景岳小学！
1941 年 4 月 17 日深夜，共产党员崔景
岳、马文良、孟长有为了民族的独立，
人民的解放，面对封建军阀马鸿逵的
屠刀，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在我们的校
园内……”

作为学校一名小小解说员，11 岁
的杜雨桐在学习之余常常给来参观三
烈士纪念馆的客人和本校同学讲解三
位英雄的故事。

“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是烈士们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英勇奉献
的精神像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激励着
我们景岳的学生，现在好好学习，长大
以后报效祖国。”杜雨桐说。

夏明翰、董存瑞、王进喜、邹碧华、
黄文秀……前赴后继的英烈，成就了
百年大党的辉煌历史，为立党兴党强
党提供了丰厚滋养，也在一代又一代
青少年心中播撒下“红色种子”。

永葆初心，就要走好新时代长
征路。

清明，桂北。山间水旁，红军墓分

外肃穆。
1934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为

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
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
企图，数万红军将士奋勇杀敌，鲜血染
红了大地。

先烈热血浸染的桂北山区，如今
已摆脱贫困，迎来别样的新风景：

与昔日红军进入灌阳、全州两县
的线路重合度 80%以上的灌凤高速
于 2015年开通，给老区人民带来更多
福祉；

在新圩阻击战所在地灌阳县新
圩镇和睦村，灌凤高速公路带来了更
多游客，带动当地黑李、西瓜等水果
热销；

走进华江乡高寨村梁家寨，竹林
摇曳、溪水透亮，一栋栋具有瑶族特色
的民居错落有致，红色文化广场、农耕
展示区等别有味道；

…………
逶迤八百里沂蒙，巍巍七十二崮，

曾有百万人民拥军支前，十万英烈血
洒疆场。

如今，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
就的沂蒙精神在接续传承，先辈们人
民至上的情怀理念，已深深融入新一
代共产党员的血脉基因中。

山东临沂市兰陵县代村党委书
记、“时代楷模”王传喜正在大力鼓励
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带领人民群
众开拓强村富民的路子。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
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要接力
干下去。”王传喜语气坚定。村庄越来
越美，是他和所有村民的愿望。

马克思说“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
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志士先驱虽已
长眠，但留给后人的那弥足珍贵的精
神财富，将世代长存，永不磨灭。

英雄不寂寞，初心留人间。
清明祭扫的队伍，蜿蜒在江西瑞

金叶坪的红军烈士纪念塔前。纪念
塔正前方的草地上铺写着八个苍劲
大字——

“踏着先烈血迹前进”！
（新华社北京4月4日电）

脱贫攻坚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