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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 日东乡中心
小学举行首次 野红都初
心冶讲习活动遥 通过讲述
一段凄美感人的红色爱
情故事要要要野共和国第
一军嫂陈发姑冶袁全体教
师齐听红色歌曲 叶一生
守望曳袁领学十九大报告
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使命曳等活动袁大家
纷纷表示袁要不忘初心尧
牢记使命袁 以实际行动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袁
为瑞金教育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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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5日袁国家康复辅具中心附属康
复医院尧江西省康复辅具技术中心及市民
政局相关工作人员一行袁来到瑞金仁济骨
科医院一楼专家诊室内袁开展野福康工程冶
肢体畸形免费手术矫治筛查工作遥此举标
志着我市野福康工程冶项目正式启动遥此次
共筛查了 30余名患者袁 符合手术要求的
患者 19名遥 据悉袁野福康工程冶项目申请尧
审批截止时间为 2018年 12月遥

谢燕 廖德煌 记者黄书文

6月 7日袁香港科技大学师生一行 23
人袁来到武阳镇龙江小学开展野热爱自然袁
保护环境冶的主题实践活动遥 他们分成四
组与该校 105名孩子通过观看视频尧动手
实验操作袁了解太阳能发电原理袁认识白
天与黑夜的形成袁四季的由来袁空气的组
成袁垃圾的分类遥活动的开展袁让孩子们培
养了野热爱自然袁探索科学奥秘冶的兴趣袁
树立了良好的环保理念遥

陈群杰

近日袁赣州市果业局果技专家陈慈相
一行 4人在市果业局领导陪同下袁来到瑞
金市时利和橙柚专业合作社指导当前管
理和黄龙病防控工作袁听情况汇报袁实地
察看袁 有针对性地解决果农实际情况遥

记者黄书文

万田乡麻地村民钟长春袁
身高只有 1.5米袁讲话还结巴遥
很多人都认为袁 这样的自身条
件袁难言幸福快乐遥 事实上袁这
几年袁钟长春都生活在快乐中院
儿女双全袁夫妻和睦袁收入日增
噎噎他逢人就说袁 扶贫政策这
么好袁幸福日子当然有遥

身体上的欠缺袁 曾让钟长
春输在人生起跑线上遥 但凭着
真诚本分尧务实肯干袁十多年前
长春娶到了妻子郭金凤遥 虽然
妻子也是残疾人 渊脸部因血管
瘤而红肿变形冤袁但婚后夫妻两
人相亲相爱袁生育了一子一女遥
这几年袁在扶贫政策的帮扶下袁
靠着勤劳的双手袁 他们一家把
日子越过越红火遥

钟长春所在的麻地村袁是
万田黄元米果的主要产地遥 他
也不例外地继承了祖辈们留下

的手艺袁在自家田里撒下了寓意希望的大禾米种
子袁在古老的石臼中打制致富的米果袁日子也渐
渐好转遥 不过袁毕竟家中上有老下有小袁妻子金凤
的身体还需要治疗袁仅仅靠打米果的收入还是不
够生活开支遥

当长春正为生活发愁之际袁乡村干部来到他
家中袁宣传了精准扶贫政策袁并通过个人申请和
村尧组评议尧公示等一系列的审批程序袁他家被确
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遥 随后袁结对帮扶干部得知
他曾有养猪经历袁 只是因技术原因而放弃时袁决
定帮他重拾老本行袁为其制定野养猪脱贫冶计划遥

再次走上养猪之路袁 长春心中始终有些忐
忑袁不过袁扶贫干部请来了养殖专家化解了他心
中的顾虑遥 在专家的指导下袁2016年钟长春养的
40头肉猪顺利出售袁除去成本一头猪净收入一千
元以上袁一家人喜上眉梢遥 此外袁帮扶干部还为长
春申报了产业帮扶资金袁为其妻子办理健康扶贫
救助袁使他家顺利脱贫遥
致富靠双手袁人勤事业兴遥 如今袁脱贫后的钟

长春干劲十足袁 信心满怀地创造更加幸福的生
活遥 渊本报记者钟先海冤

刘和平是黄柏乡上塅村
上新小组村民袁家中有 8口人
之多袁却没有什么劳动力遥 妻
子患慢性支气管炎袁儿子从小
患有癫痫病袁几个正在上学的
孙儿孙女遥 过去袁刘和平每年
都在为家里的医药费尧生活费
而苦恼遥

生活迎来转机是在 2015
年被评为贫困户以后遥 在结对
干部的帮助下袁刘和平申请到
了 5万元的产业贴息贷款袁购
买了 300多株的脐橙苗木遥 由
于买进的不是幼苗袁加上刘和
平的悉心管理袁当年脐橙就挂
果实现了丰收袁 增收了 5 万
元遥 这大大地增强了刘和平脱
贫的信心袁2016年他扩大了规
模袁新种脐橙 200株袁面积也达
到了 10余亩袁当年实现增收 8
万元遥

脱贫后的刘和平并未就此满足遥 2017年袁全
市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地开展袁 刘和平想到自己
以前做过粉刷匠袁于是跟村干部和结对干部表达了
参与其中的意愿遥 此时袁村里正为新农村建设施工
队伍的事情发愁袁刘和平的意愿顺利实现遥回家后袁
他便开始着手成立施工队伍袁并优先选择贫困户到
他的施工队做小工遥就这样袁在刘和平的努力下袁他
组织了一支 10余人的施工队伍袁 大家齐心协力投
入到新农村建设当中袁用辛勤的汗水袁换来不斐的
收入遥如今袁刘和平不仅有脐橙园袁还有做不完的泥
水工袁家业越来越兴旺遥 渊本报记者钟先海冤

本报讯 渊记者黄书文冤近日袁记者从铁路部
门获悉袁本月部分途经我市的列车将临时停运袁

旅客可登录 12306网站查询具体车次信息
及时调整出行计划遥

具体车次为院 南昌至瑞金 K8733 次袁6 月
12 日至 6 月 14 日临时停运 曰 瑞金至南昌
K8734 次袁6 月 12 日至 6 月 14 日临时停运曰
瑞金至赣州 D8936 次袁6 月 11 日至 14 日袁6
月 20 日至 21 日袁6 月 25 日至 28 日临时停
运曰赣州至瑞金 D8935次袁6 月 12日至 14日袁
6 月 21 日至 22 日袁6 月 26 日至 29 日临时停
运曰 赣州至厦门北 D6677 次袁6 月 11 日至 14
日袁6月 19日至 21日袁6月 25日至 28日临时
停运曰 厦门北至赣州 D6678 次袁6 月 12 日至
15 日袁6 月 20 日至 22 日袁6 月 26 日至 29 日
临时停运遥

铁路部门提醒院 已经购买以上车次车票的
旅客可到车站售票处办理退票手续遥同时袁其它
时间各车次将照常开行遥

银金字电线电缆坚持军品优先原
则袁 致力于技术创新和开发小精尖系列
产品袁先后研制成功耐高温航空导线尧航
空用封严编织绳尧导电索尧头盔线等军工
产品袁填补国内空白 16项袁替代进口 12
项袁多次获省尧地尧市科学技术成果奖和
现产品开发奖遥图为企业生产车间一隅遥

本报记者周建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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