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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之 故事

“陈警官来了。”12 月 1 日，南昌市红谷滩区沙井街道丰

和社区的居民一边喊着一边让着道。原来，丰和社区正在

进行小区微改造，施工单位为搭脚手架与居民发生矛盾，闻

讯赶到的陈警官一番调解，顺利化解了矛盾。

陈警官名叫陈国才。5 年前，年近 40 岁的他从南昌市

特警支队转岗到红谷滩派出所。当时，丰和社区是个老旧

小区，无物业管理、没有围墙，人员结构复杂、流动性强，社

区警情多。陈国才自告奋勇当起了丰和社区的管片民警，

而且主动要求负责同样是开放式小区的春晖社区。

一接手，陈国才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丰和社区有片树

林，老人们经常躲在林子里赌博，许多家长担心这会影响放

学路过的孩子。于是，陈国才一有空就到这块区域巡逻，抓

到一次，处罚一次，半年后这个赌博点消失了。

“我的手机 24 小时开机，有什么事情打我电话。”即便

现在与社区居民熟悉了，陈国才仍坚持每周下到社区时间

不少于 30 个小时，走访居民不少于 50 户。靠着这种踏实的

作风，陈国才解决了社区邻里间不少“鸡毛蒜皮”的事，让小

区居民对他心服口服。春晖社区的龚奶奶与全奶奶家住对

门，龚奶奶认为全奶奶家的铝合金门反光，影响了她家的风

水，社区调解多次效果都不理想。陈国才多次对两位老人

进行调解，还自掏腰包帮助全奶奶对铝合金门进行整改。

现在，两位奶奶经常坐在一起，聊天晒太阳，有说有笑。

去年 10 月，丰和社区居民左某喝醉酒后在家中打砸伤

人，还将门反锁，任由出警民警怎么敲门就是不开，且情绪

愈发激动，需要紧急处置。陈国才知道后主动请缨：“联系

特警支援还要耽误时间，我是社区民警，也是一名老特战队

员，我上。”陈国才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借助窗户

阳台等附着物徒手攀爬上 4 楼，从推拉玻璃窗翻进屋内，迅

速制服尚在打砸中的左某。小区类似的事情，陈国才处置

了好多次。正是陈国才的一身绝技，让他负责的两个开放

式社区的发案警情从过去的每年 150 余起，下降到现在每

年不到 30 起。面对居民对他的称赞，陈国才毫不犹豫地

说：“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是社区大家庭的一分子。”

社区来了陈警官
本报记者 余红举 实习生 范玉姬一碗“儿女饭”温暖一座城

大余退休党员钟文清办免费餐厅演绎人间温情
叶功富 本报记者 付 强

本报南昌讯 （康春华）为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燃气事故发生，自 9 月 15 日起，南昌市

西湖区开展了燃气用户加装安全装置工作，截至 11月 30日，

该区已完成全区1736户非居民燃气用户的加装工作。

在推动过程中，该区将加装工作与安全知识宣传相结

合，发放《西湖区城镇燃气用户加装安全装置小常识》宣传

折页，上门入户将燃气安全事故惨痛教训、加装燃气安全装

置好处作用以及《安全生产法》《南昌市燃气管理条例》等进

行广泛宣传。同时，将加装工作与燃气隐患排查相结合，对

用户使用燃气进行现场指导，帮助用户及时消除安全隐

患。据了解，该区明年还将开展居民燃气用户加装安全装

置工作，计划用两年时间完成全区所有城镇燃气用户安全

装置加装。

西湖区完成非居民燃气用户
加装安全装置

本报石城讯 （通讯员赖平登、赖德柱、吴珊）石城县委

第四巡察组日前进驻该县职业技术学校开展巡察工作，结

合职业教育工作实际，深入江西新百伦领跑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等企业走访，开展“企访式”巡察，这是石城县创新巡察

方式以推动校企合作的缩影。

据悉，该县此次开展“企访式”巡察采取"三步走"：首先

是立足家乡，服务当地，搭建职校与当地企业校企合作平

台；其次是探寻校企联动合作新模式，实现学校与企业之间

的资源交互，使学生的技能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精准对接；

最后是校企合力助推职校人才培养，让职校学生人人尽展

其才，人人皆可成才，为乡村振兴献“技”赋能。截至目前，

该县通过开展“企访式”巡察，帮助该县职业技术学校签订

了近 5000 名专业技术人员的定向培训合同，有力地推动了

校企合作，从而大大提高了职校学生的就业率。

石城“企访式”巡察推动校企合作

在大余县一条寻常小巷里，有一家

开了 5 年的爱心餐厅，不仅免费为上百位

老人提供午餐，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餐

厅工作人员还坚持每日送饭，用实际行

动诠释世间的真善美。

免费餐厅让老人吃上“热乎饭”

11 月 25 日午餐时分，年近八旬的施

素娟夫妇一路有说有笑，来到社区食堂用

餐。钟文清安排两位老人坐下，很快端上

了热腾腾的菜饭。“儿女不在身边，有了小

钟的关心倍感温暖。”施素娟说，他们已经

在这吃了5年的“儿女饭”。

钟文清现年 54 岁，曾是石桥下社区

党支部书记。20 余年的基层工作，她走

街串巷登门入户，经常看到孤寡老人和

空巢老人很难吃到热乎饭，便暗暗下定

决心要解决这一问题。2017 年，钟文清

卸任书记职务，遂向丈夫刘效华提出在

家里开办爱心餐厅的想法，但遭到了反

对。在刘效华看来，家里并不宽裕，难以

长期满足社区上百位老人的用餐需求，

况且家里的房子已经对外出租了。

在钟文清的反复劝说下，刘效华渐

渐理解了妻子的想法，将原本租出去的

房屋，收回来改成爱心餐厅。钟文清的

老母亲塞来的 1 万元养老金，成了第一笔

启动资金；婆婆、妈妈、妹妹则成了餐厅

的义工。

就这样，爱心餐厅开张了。

五年来，钟文清每日 7 时准时赶到菜

市场，采购老人们中午的菜品。她每次

都挑选当季的新鲜蔬菜。对于行动不便

的高龄老人，钟文清还将饭菜熬成粥，每

日为他们送饭。

千名义工百名党员干部续
演爱心接力

钟文清的爱心之举不胫而走，温暖

了大余县城。

在来餐厅帮忙的义工里面，李华香

老人今年 80 多岁了，是一名有着 62 年党

龄的老党员。李华香称赞钟文清做得很

好，作为老党员要向她学习。76 岁的社

区退休党员吴兰秀也是餐厅的“骨干”，

据她介绍，哪些老人用餐了哪些没有来，

他们的身体状况如何，爱心餐厅了如指

掌。前段时间，袁邦儒老人没来吃饭，钟

文清等党员入户走访发现，老人遭遇了

车祸行动不便。于是，大家轮流为老人

送饭并照顾其起居生活。

记者了解到，为了减轻资金压力，钟

文清在保障老年人用餐的基础上，错开

时间对外营业。得知这一情况，当地政

府部门和干部不仅送来了桌椅板凳，还

经常下班后来餐厅用餐，用实际行动支

持爱心餐厅。

得知钟文清开办餐厅有资金压力，

菜市场许多摊主找到她，表示按进价出

售菜品给钟文清，更有不少商户主动提

出赊账销售，按月结款。“兆祥药店”的老

板常年赠送大米，也常常有爱心人士送

来肉、油、面……

据统计，餐厅开办 5 年来，前前后后

来帮过忙的义工，超过 1000 人。其中，有

上百名党员干部经常来这里帮忙。

如今，爱心餐厅不仅服务社区老人，

周末还供应周边的留守儿童用餐。“我的

想法很简单，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带动

更多的党员干部，为老百姓多做一点实

事好事。”钟文清如是说。

本报抚州讯 （通讯员李洁）“感谢乡村干部为我身材矮

小的儿子安排了村保洁员的岗位，并给予生活上补助和关

照，我为自己过去误解乡干部而感到惭愧。”11 月 15 日，抚州

市东乡区邓家乡董家村村民吴某见到回访的乡干部时道出

肺腑之言，这是该乡抓好“三化”破解信访难题的生动一例。

为做好基层信访工作，邓家乡创新三化实践，实行信访

关口前置化、信访治理同向化、信访调处多元化，变被动处

访为主动调解，充分整合司法、民政等职能，细分群众诉求，

把矛盾、问题、风险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切实维护群众

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今年以来，全乡共排查矛盾纠

纷 79 件，成功化解 77 件，化解率达 98%。

抓好“三化”破解信访难题

12 月 5 日，丰城市拖船镇统战办组织农技人员深入张

家村蔬菜种植基地，了解种植户生产、生活情况，为群众办

实事解决问题。 通讯员 袁力萍摄

近年来，贵溪市滨江镇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契机，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目前全镇共有各类大中小企业百余家，年销售总产值超

20 亿元，让近万名劳动力实现在家门口就业。图为该镇婆桥村一食品加工企业员工在加紧赶制订单。 特约通讯员 卓忠伟摄家门口就业

冬日时节，走进万安县五丰镇西元

村高岭自然村，只见几十棵大大小小的

银杏树环绕在村庄四周，金黄色的银杏

叶随风飘落，铺洒在游步道上、民宿屋

顶。金黄的银杏叶在阳光的照耀下格

外夺目，高岭村宛若一个金色的梦幻世

界，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游玩。

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推动乡村振

兴的重要举措，建立景区和农户融合

发展模式，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村

民以土地、务工等形式加入合作社，合

作社每年从景区获得保底分红以及景

区运营所得收入分红。近年来，万安

县通过打造高岭村“百美村宿”项目建

设，解决了本地 30 多人就业，帮助合作

社销售农副产品近 50 万元，带动周边

农户增收 70 余万元。

“放下锄头当管家，真是做梦也没

想到哩。”谈起自身的变化，今年 53 岁

的脱贫户许检华笑得合不拢嘴。今年

2 月，她被村里推荐到高岭当起了民宿

管家，每个月有 3000 元的固定收入。

砰！随着一声闷响，顿时香气四

溢，村民王显英的爆米花摊前游客纷

纷 围 了 上 去 ，品 尝 刚 出 炉 的 爆 米 花 。

“每天收入最少几百元，周末的时候生

意更好。”王显英边忙边和记者聊着。

“中午有土鸡，还有自己种的青菜

和萝卜等蔬菜，大家排队点菜。”那边

农家乐的店主曹建兰忙得不可开交。

高岭村村民曹建兰在景区开起了柴火

农 庄 ，自 己 炒 的 农 家 菜 ，深 受 游 客 欢

迎，平均一个月能挣 5000 多元，旅游旺

季时，一天就有 1000 多元的收入。不

仅如此，房屋流转改造民宿政府还补

贴 3.5 万 元 ，30 亩 林 地 流 转 又 补 贴 了

3.6 万元，加上合作社的分红，曹建兰

一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高岭自然村群山环抱，万亩竹林

苍翠茂密，更有一棵棵银杏树和一栋

栋民宿如锦上添花，好一幅美妙生态

画卷。“村里有大大小小的银杏树 60 多

棵，其中树龄 400 年以上的有 25 棵，如

此壮观的银杏树群非常罕见。”五丰镇

西元村支部书记叶发青对记者说。

为充分保护与挖掘高岭古村银杏

群落自然景观，万安县于去年与中国

长江三峡集团、中国扶贫基金会共同

发起了“百美村宿”项目建设，走的是

差异化乡村旅游发展新路。在不破坏

村庄原貌的前提下，充分保留乡风、乡

情和乡愁，几家联合投资 3300 多万元

开发高端民宿项目。一期改建了 7 栋

民宿、27 间客房，并引进经验丰富的专

业运营团队进驻景区，开展策划、营销

等工作。据统计，该项目自今年 5 月份

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近 6 万

人次，其中住宿游客达 6000 余人，在观

赏银杏的旺季甚至出现“一房难求”的

火爆场面。

记者了解到，为完善景区配套设

施，进一步丰富景区业态，今年，万安

县投资 3000 多万元，启动了高岭宿集

二期项目建设，重点打造了 9 栋装配式

民宿，开发了玻璃餐厅、网红高空景观

栈道及观光电梯、山顶无边泳池、乡村

振兴学院、农家院子等；优化了行车和

人行道路，新建了第二停车场，增加了

车 位 ，更 好 地 满 足 游 客 休 闲 度 假 体

验。据了解，二期项目预计今年 12 月

底完工，正式运营后每年可为村集体

带来营收 300 余万元。

“真的是不敢想，村子发生如此大

的变化，我相信村里人的生活会越来

越好。”村民梁九连对未来充满憧憬。

据介绍，景区的分红资金不仅惠及全

村 316 户农户，还增强了村级集体经济

实力。曾经的经济“空心村”，如今成

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村”，“杏”福路越

走越宽。

生态旅游“杏”福路越走越宽
肖 娜 本报记者 邹晓华

游客在村里的银杏树下游玩游客在村里的银杏树下游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邹晓华摄邹晓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