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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1 版冤 既然是陈规陋
习袁就说明那些野规冶那些野习冶存续
时间已久袁 有着较为顽固的生命
力袁很难一下子改变和消除遥 但是袁
只要深入推进移风易俗袁开展专项
文明行动袁 特别是找到切入口袁运
用好点子袁抓住关键处袁就能事半
功倍遥

什么是切入口钥 从面子入手遥
野宁荒一年田袁不丢人情场冶袁农村
是熟人社会模式袁面子大于天遥 结
婚索要野天价彩礼冶袁要的是面子曰
离土又离乡的年轻人返乡大办丧
事袁办的也是一个面子曰有人办酒
席袁邀请了就得去袁去了就得上礼袁
为的还是面子遥 爱面子袁顾面子袁讲
面子袁并非全是坏事袁也是中国人

重野礼节冶的写照遥 但受陈规陋习拘
束袁被歪风邪气野绑架冶袁以至硬撑
面子袁甚至因此返贫袁则就必改不
可了遥

破除这种不健康的面子观袁既
需要相关部门引导袁也需要家庭成
员提升认知遥 随着时代的发展袁年
轻人的婚恋观也在不断变化袁从家
长的野要少了会遭笑话冶袁到年轻人
野多要了会被笑话冶袁再到最后野彩
礼多少无所谓袁不要都行冶袁看似是
小家庭内对彩礼的探讨袁但展现的
是时代的进步遥 如果在职能部门的
正确引导下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更
新观念袁接纳新时尚袁那么那些陈
规陋习在农村的生存空间就会越
来越小遥

改变陈规陋习不可能一蹴而
就袁 也不能只寄希望于某一种手
段遥 但是袁只要更紧密联系农村生
产生活实际袁更巧妙切中农民群众
思想实际袁 找准工作载体抓手袁深
化文明素质教育袁加强移风易俗宣
传和舆论监督袁因地制宜袁该规范
的规范袁该引导的引导袁就能逐渐
显现效果遥

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 不能
光看农民口袋里的票子有多少袁
更 要 看 农 民 的 精 神 风 貌 怎 么
样遥 冶敦风化俗袁久久为功袁只要
持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袁不
仅能够改变陈规陋习袁更能塑造
农民精神风貌袁焕发乡村文明新
气象遥

改变农村陈规陋习，还需久久为功

本报讯 渊朱金华 记者郑薇冤
2019 年以来袁我市坚持稳中求进的
工作总基调袁突出野稳增长尧调结
构尧惠民生冶要求袁经济保持高质量
发展袁野四上冶企业从业人员稳步增
长袁就业结构优化袁就业市场保持
稳定向好的态势遥

数据显示袁今年前三季度我市
共有 野四上冶 企业调查单位数 192
个袁 和 2018 年同期相比袁 增加 24
个,同比增长 14.3%曰从业人员期末
人数 21822 人袁 同比增长 5.1%曰从
业人员平均人数 21763 人袁同比增
长 5.1%曰从业人员工资总额 67852
万元袁同比增长 17.2%曰从业人员平
均工资 31178 元袁同比增长 11.5%遥

就从业人员行业分布来看袁制
造业尧建筑业尧卫生和社会工作尧房
地产等行业从业人员分布比例较
高遥 三季度袁制造业从业人员期末
人数 9213 人袁占野四上冶企业就业
总人数的 42%袁 所占比例最高曰建
筑业期末人数占就业总人数 的
26%曰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尧房地产
行业从业人员期末人数分别占就
业总人数的 7%尧6%遥

从产业分布来看袁第二产业就
业人数最多遥 三季度袁第二产业从
业人数 15262 人袁占野四上冶企业总
人数的 70%曰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
6560 人袁占野四上冶企业总人数的
30%遥

从期末人数看袁租赁和商务服
务尧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尧
科教文卫等新兴服务业和采矿业尧
批发零售业期末人数变化较大遥 期
末人数同比增长较快的行业有租
赁和商务服务尧居民服务修理和其
他服务业尧科教文卫等新兴服务业
从业 遥

从平均工资看袁采矿业尧卫生
和社会工作行业尧 房地产行业较
高袁最高的行业为采矿业袁同比增
长 69.7%袁主要原因是 2018 年莹矿
价格高袁销售业绩好遥 卫生和社会
工作行业排第二袁同比增长 12.3%曰
房地产行业排列第三袁 同比增长
13.6%遥

“净水计划”
落地山区小学
执行机构为红都义工联合会

本报讯 渊记者吴志锋冤近期袁可口可乐有限
公司与壹基金联合开展的野净水计划冶活动在瑞
金偏远山区落地袁瑞金市红都义工联合会作为本
次活动执行机构遥 10 月 21 日袁红都义工走进了
瑞林镇中心小学尧下坝小学尧长沙小学和丁陂乡
水溪小学等四个偏远山区学校袁向学校赠送净水
设备渊含三年滤芯和维保服务冤袁其中瑞林镇中心
小学 2 套袁其他三校各一套袁该设备单套价值约
4 万元遥

在学校袁新捐建的净水设备受到了学生们的
格外喜欢袁设置恒温的水使学生们随时都能喝到
安全尧健康尧洁净的水袁为学生饮水和卫生健康习
惯的养成提供了物质保障遥义工们还开展了饮水
安全知识宣传袁让孩子们了解饮水安全和卫生健
康的知识袁帮助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到水的
重要性袁培养了他们节约用水的意识袁让同学们
健康成长遥

据悉袁今年袁红都义工积极与壹基金江西分
部沟通衔接袁积极争取野净水计划冶项目落地瑞
金袁为我市瑞林尧丁陂尧日东等 17 所偏远山区学
校争取了 20 套净水设备袁 总价值约 90 万元袁
8000 余名师生饮水条件得到很好的改善遥 目前袁
净水设备和连同配套的壹基金爱心水杯正在有
序发放中袁有望 11 月底全部安装发放到位遥 红都
义工负责人朱军还表示袁这个净水计划就是希望
能保证小朋友们喝到干净的水袁 能够茁长成长遥
今后袁红都义工将争取更多的项目袁帮助到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遥

象湖上阳书院内设书法室尧绘画室尧阅览室袁成为附近居民文化休闲的好去处遥 几年前这个
祠堂曾是当地居民打麻将的赌博场所袁在乡风文明行动的推动下袁这里改为具有浓郁书香气息
的文化场所袁吸引居民特别是孩子们前来学文化尧长知识遥 图为一群孩童正在练习毛笔字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2019 年全省基础教育优秀教学课例现
场展示交流活动近日在九江落下帷幕袁解
放小学教师钟小琳的美术展示课 叶有趣的
脸曳喜获一等奖遥 野江西省基础教育优秀教
学课例现场展示交流活动冶 是省教研室承
办的活动袁两年一次袁分学前尧小学尧初中尧
高中四个学段进行遥

记者钟剑灵

2019 年全省基础教育优秀教学案例现
场展示交流活动袁 近日在九江市八里湖小
学举行遥 市怡安希望小学朱惠芳代表我市
参赛袁 展示统编版小学语文三年级上册的
习作课叶我来编童话曳袁最终获得习作课型
全省第一名尧 综合成绩全省二等奖的好成
绩遥 朱敏

近日袁 瑞金市红都义工联合会的工作
人员来到武阳镇石阔小学为孩子们上了一
堂饮水安全教育课遥 刘冰倩

日前袁八一小学各中队开展了以野国学
经典我争先冶为主题的班会活动遥 活动中袁
教师组织学生以接龙尧 情景表演等形式背
诵叶弟子规曳袁激起了学生学习国学经典的
热情袁从而达到了树德育人的目的遥

洪平发

当前袁 正是油桐籽等有毒果实成熟季
节袁为防范学生误食中毒袁沙洲坝镇杉山小
学通过集会尧 班会等方式加强学生安全防
范教育袁教会学生辨别有毒野果袁告知误吃
危害袁严防野果中毒事件发生遥 刘德斌

为增强全校学生防暴力尧防欺凌意识袁
近日袁九堡镇珠斗小学利用国旗下讲话尧主
题班会尧宣传栏开展了内容丰富尧形式多样
的预防校园暴力尧 校园欺凌宣传教育活
动遥 罗木生

今年前三季度
就业形势稳定向好

简 讯


