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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诗晓（右）、孙梦雅在比赛中。特派首席记者 杨继红摄

近年来，上栗县加强信访战线干部纪律作风建设，激发
广大党员干事创业的热情，提升党员干部为民服务的能力和
水平。上栗县委信访局坚持外树形象、内抓服务，多措并举
促使全县信访总量持续下降，拉近了政府与群众的距离，融
洽了干群关系。

推进“人民满意窗口”建设。该局采取智能化接访和办
公系统，按照“布局合理、功能完备、方便群众、环境友好”的
原则，切实做到场所面积达标、基本设置协调、提高接访工作
效能、确保接访工作安全，进一步提升接访场所“窗口形
象”。针对涉及多个部门的问题，设立廖湘志诉前志愿调解
工作室，会同有关单位，加强访调对接。

打造“情、理、法”工作室。该局持续发展“枫桥经验”，整
合现有资源，加强组织领导，从工作实际出发，积极打造县本
级“情、理、法”工作室。同时将金山镇高山村、上栗镇滨河社
区、金山镇高山村列为“情、理、法”工作室试点，目前试点工
作室的硬件设施已全部更新建设到位、运行良好，取得了较
好的社会效果。

开辟“阳光信访”通道。该局以推进“网上信访制度”为
指导，强化“信”访、弱化“人”访，做到了领导重视、办理及
时、运行有序、答复规范，积极化解初信初访，实现了干部与
群众相互融合、台上台下相互完善、功能与效果相互联通的
目标。 （潘益松 张灿华）

上栗县积极创建“人民满意窗口”

南新乡：监督执纪聚焦养老服务
走近南昌县南新乡养老服务中心，映入眼帘的是新电动

大门及门岗岗亭，工作人员正拿着登记簿和体温枪进行扫码
登记，守护着老人们的安全。老人们坐在阴凉处，拿着蒲扇，
聊着天，非常惬意。新时代文明实践党员志愿者们经常为老
人剪指甲，叠被子，打扫卫生，开展帮扶。“现在党的政策好，我
们这些孤寡老人在这里生活，跟自己家一样，真正实现了老有
所依。”正在吃饭的老人说道。

据悉，南新乡纪委聚焦养老服务，重点对全乡养老服务点
开展经常性督查及走访，紧盯养老服务中心助餐制度、党员志
愿者是否开展定期结对帮扶。成立了由乡纪检监察骨干、村纪
检监察联络员组成的督查组，对颐养之家及养老服务中心进行
督查。重点检查老人是否符合资格、伙食标准、助餐资金走向
等。对工作不力的个人和单位严肃追责、一查到底。（杨 扬）

“活动组织得非常好，让我们了解了

更多金融知识，对防范金融风险也更有

信心了。”市民周先生兴奋地说。9月9日

下午，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联合江西

银保监局、江西证监局、省网信办、省金

融监管局在南昌铜锣湾广场举办2021年

“江西省金融知识宣传月活动启动仪

式”，招商银行南昌分行作为参展单位之

一开展金融知识普及宣传工作。

本次活动以“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

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

好网民”为主题，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共同

组织。招商银行南昌分行响应活动号

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大力推行金融知识普及的工作。

活动现场，该行除常规宣传外，还

专门设计了“转一转有奖问答”“现场教

你识假币”等创意类环节，江西财经大

学的学生志愿者小分队也积极参与本

次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构建了全方位、立

体化的宣教网络，将触及不同消费群体，

推进金融知识普及教育工作常态化、阵

地化，唱响“线上+线下”的双重奏。

一方面，该行立足网点，通过网点电

子显示屏滚动播放活动口号，在日常营

销宣传工作中加强金融知识普及和金融

风险提示，引导从业人员发挥好“前哨”

作用，从源头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另一方面，该行依托自身资源优势，通过

发放宣传折页、开展金融知识小讲堂、客

户沙龙、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等做好

阵地宣传。同时，还利用数字化手段开

展线上宣传形式，提升普及活动有效性，

与主流媒体合作围绕防范电信诈骗联合

开展直播宣传活动，充分发挥新媒体优

势，并联合南昌市公安局反诈中心联合

开展《防范诈骗、安全有“招”》线上直播

活动，受到广大客户好评。

宣传月活动期间，招行南昌分行针

对在金融诈骗中最易“中招”的群体，在

以网点为宣传教育阵地的基础上，开展

金融知识进社区活动 20余次。同时，以

广播为平台，开展线上系列消保大讲堂，

针对老年人和青少年常见的电信诈骗案

例进行案例分析和风险提示。

为积极参与并组织好这次活动，该

行高位推动，统筹联动，第一时间成立活

动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活动方案，切实保

障了活动的顺利开展。

近年来，招商银行加大力度，着力布

局金融知识在全省的普及宣传。9月 18
日，招商银行赣州分行以“农民丰收节”

为契机，走进该行定点帮扶村——赣州

市南康区龙华镇腊树村，开展金融知识

普及专题活动，通过现场宣教、风险案例

分析等形式，向农村居民普及金融知识，

帮助其提高金融素养，提升金融风险防

范意识。

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共建

清朗网络，共享美好生活。招商银行南

昌分行将持续推进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知

识宣教活动，加大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力度，凝聚金融正能量。 （叶致芸）

提升金融素养 共享美好生活
招商银行南昌分行积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月”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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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全运会渐入高潮，赛道上、泳
池边、举重台……刚结束奥运征程的中国运
动员，用一次又一次出色的发挥，将一个个
纪录一次次超越，惊喜了国人。在赛场上优
异表现的背后，是中国运动员包括竞技水
平、文化素养、国际视野在内的综合素质的
全面提高。

为走向高素质的中国运动员喝彩。是
他们日益深厚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赢得
了尊重。前有张雨霏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
用标准的“伦敦腔”向罹患癌症并重回赛场
的日本游泳名将池江璃花子发出“杭州之
约”，感动了众人；又有“中国飞人”苏炳添用
世界先进理念和训练方法提高自身极限，

“飞”入奥运会百米决战赛道并打破亚洲纪
录的创举。中国体育在与世界的交流中，提
高了水平，发出了话语，获得了肯定。有理
由相信，日益自信的中国运动员会在参加北
京冬奥和冬残奥会的全世界运动员面前，奉
上热情的“北京之约”。

为走向高素质的中国运动员喝彩。是
他们日益厚重的家国情怀和尊师情谊，赢得
了赞誉。在全运会男子200米自由泳颁奖仪
式上，当嘉宾准备将奖牌首先戴在季新杰的
脖子上时，这位年轻的运动员接过奖牌，亲
手挂在了与他携手登上领奖台的教练胸前
并鞠躬致意，这一幕，感动了西安奥体中心
游泳跳水馆内的每一名观众。奥运冠军曹
缘说，无论取得多么辉煌的成绩，都离不开
多年来培养自己的各位教练，沉甸甸的奖牌
上有着老师们的一半，“无论以后走到哪里，
我不会忘记国家的培养和教练的指导。”作
为年轻一代的代表，日后，运动员们在与世
界高水平选手交流、较量中，也一定会将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带向国际赛场，展
现中国新青年的风范。

为走向高素质的中国运动员喝彩。是
他们日益高尚的赛场风度和道德风尚，赢得
了赞叹。全运会上，内蒙古柔道运动员巴彦
德力黑在对手扭伤脚踝不能起身的情况下，
主动上前一路搀扶一瘸一拐的对手离开了
赛场。巴彦德力黑不仅收获了全运会奖牌，
也收获了远远超过比赛本身的尊重和友
谊。运动员们文明参赛、尊重对手、尊重裁
判、尊重观众，尊重规则的态度，呼应了奥林
匹克的宗旨和追求。

已经能够独当一面的中国新一代运动
员，大多数出生于“千禧”后，成长于新时代。
他们接受新知识的能力更强，与外界沟通的
信心也更足，他们有能力，有视野，有梦想。

青年有希望，中国有未来！
（据新华社西安电）

勇夺女子双人划艇500米冠军，为江西又添一金

徐诗晓划出江西体育人精气神
本报特派记者 李 征 实习生 苏 健

不经历风雨 怎能见彩虹
——记全运会跆拳道女子57公斤级冠军周俐君

本报特派记者 李 征 实习生 苏 健

与 8月 7日的日本东京海之森水上竞技场相似，9
月 25日的陕西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也飘起了雨。与奥
运会赛场的结果一样，“诗雅组合”又稳稳地获得女子
双人划艇500米冠军，徐诗晓为江西代表团再添一金。

又是半决赛小组第一，还是决赛第5道黄金航道，

类似的画面不仅是天空中的雨水，奥运冠军艇只等全
运会决赛发枪口令。比赛开始，“诗雅组合”出发效率
非常出色，起航阶段虽没有过快提高桨频，却保持了出
色的划水效果，很快就抢到了第一的位置。250 米半
程，“诗雅组合”的成绩是 57秒 90，比第二名的贵州队
快了 1.56秒。进入途中划阶段，“诗雅组合”优势更加
明显，划水幅度更加饱满。

毕竟是奥运冠军艇，经验、实力都是一流。最后
100米，领桨手徐诗晓奋力把桨频带起来，给对手更大
压力。“嘟”一声划艇撞线，2分 01秒 283，冠军，比第二
名快出近 4秒。值得一提的是，决赛中江西队另一条
艇李琪/门欢也表现不俗，获得第四名。

“奥运会结束到现在一直在隔离，没有进行系统训
练，身体机能会有一个下滑阶段，今天只是保持了正
常水平。”赛后，徐诗晓接受了记者采访。以奥运联合
队名义与搭档山东姑娘孙梦雅一起拿下全运会金牌，
徐诗晓碰了碰队友的胳膊开玩笑说：“孙梦雅还差一

块全运会金牌，现在胜利了，我也就完成了使命和任
务。”

东京奥运会前，记者曾去徐诗晓上饶家中采访，徐
妈妈捧出一堆女儿的奖牌给大家看，满眼的高兴。记
者发现每块奖牌都被徐诗晓用薄膜完整包好，可见对
它们的珍爱。当日，徐诗晓表示，回家后还是会把东京
奥运会金牌、西安全运会金牌包裹好，“把它们保存好，
既是运动生涯的积累和见证，也是退役后的纪念和回
忆。”

对于下一步的规划，徐诗晓开心地笑着说：“没有
规划，先放假！”而对于下一个奋斗目标，29岁的徐诗晓
利落地表示：“那我们相约巴黎吧。”

此次全运会上，还有多名年轻的江西选手参加
划艇项目，虽未取得奖牌，但徐诗晓认为，他们还年
轻，以后的路还很长。“我希望他们能继续加油，发扬
江西水上人的精神，把我们江西体育人的精气神打
出来。”

徐诗晓在颁奖仪式上。特派首席记者 杨继红摄

从东京奥运会遗憾失利空手而归，到全运会精彩
夺冠，只间隔了两个月，宜丰姑娘周俐君心理和技战术
都愈发成熟了，特别是对比赛的阅读理解有了非常大
的变化。

失去，亦是拥有
在两个月前的东京，初次登上奥运赛场的宜丰姑

娘在跆拳道女子 57公斤级四分之一决赛中，惜败于难
民代表团的泽诺林，无缘四强。如今，再提起奥运会失
利，她仍难以释怀：“奥运会失利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
自己，究竟是技术方面还是思想方面（存在差距）。还
有就是，训练中该怎么找到合适自己的比赛节奏。”

从全运会比赛过程来看，周俐君更加成熟和专注
了，没有再犯在东京比赛时分心的错误。正是得益于
比赛中思想高度集中，终于让她圆梦全运。

全运会的夺冠也是意志力的胜出。在半决赛和决
赛的时候，周俐君遇到了难题：候场区太闷，导致手脚、
脸部发麻，大脑出现空白。这种由环境和心理共同造
成的对身体机能的影响，周俐君有过太多的经验教
训。但经历过挫折，她愈发明白比赛的真谛：“比赛就
是战斗，对手不管你身体状态好还是差，得忍着身体的
不适，也一定要打好比赛，争取获胜！”

过往，亦是未来

初登奥运赛场就尝到了败仗的滋味，周俐君向记
者表达过没有为中国队夺金的遗憾。但她表面总是很
平静，就像比赛时那样，很难看出她背后复杂的心理。

母亲胡益秀最懂女儿的心，“有心为国家争光，却
没能如愿以偿，她肯定会有失落感。我心疼女儿，她付
出了这么多，这么多年一直在努力。”未能陪伴女儿远
赴东京的胡益秀在采访中一度哽咽沙哑，落泪失声。
全运会胡益秀终于能够来到现场陪伴女儿。比赛开始
前，她告诉记者自己就在决赛现场，这次不用再通过电
视转播看女儿比赛了。比赛刚结束，胡益秀便通过微
信语音向记者表达了感谢，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
周俐君的关注和支持。这一次的语音，仍显沙哑，但没
有了哽咽。

两个月前，记者不便在周俐君失落时过多打扰，表
达了没有重点报道的遗憾，但周俐君却安慰道：“没关
系，下次拿冠军的时候（采访）一次性补上。”如今，她兑
现了承诺，一句“哈哈，好在拿下了”的背后，记者能够
感觉到她确实释怀了。

谈到对未来的展望，周俐君仍然像奥运会那时一
样心系国家，她说：“有机会，还想为国出征。”

邓娅兰跳马摘银
本报特派记者 李 征

9月 25日，全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第一天，诞
生了五个冠军。在女子跳马决赛中，江西选手邓娅兰
在第二跳出现失误，抱憾失金，摘得银牌。

这场女子跳马决赛失误频频。福建队的虞琳敏
第一跳落地时向后退了几大步，第二跳完成不错，最
终以13.970分夺冠。邓娅兰第一跳成功完成，可惜第
二跳落地时重心前倾跪地，最终以 13.830 分获得亚
军。北京队的祁琦第一跳完成理想，第二跳没有上难
度，只依靠质量获得 13.760分，收获季军。资格赛第
一的河南队刘津茹第一跳同样出现前倾跪地的失误，
最终获得13.750分，排在第四。

冲击冠军失败让邓娅兰赛后几度哽咽：“平时训
练时都能较好完成这个动作，可能是太自信了，自己
输给了自己。”

2008年7月，邓娅兰到省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体操
队试训，2009年3月正式入选省体操队。她征战过三
届全运会，这是她第二块跳马银牌。

邓娅兰与现任主管教练蔡飞达互相信任、亦师
亦友。邓娅兰告诉记者，跳马项目难度大、训练强度
高，自己的体能是弱点，容易在训练中受伤，“每次练
技术时蔡飞达教练都能给我安全感，我们之间很有
默契。”

蔡飞达表示，邓娅兰在跳马这个项目的优势是爆
发力强、空翻高、难度大，错失金牌稍显遗憾。

9月24日，许昕（左）/刘诗雯在比赛中庆祝。当日，在全运
会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联合队组合许昕/刘诗雯以4∶2战胜
黑龙江队组合曹巍/王曼昱，获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